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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12月季刊
小組活動公開報名：8月12日（星期六）

抽籤截止登記日期：8月2日（星期三）

仁愛堂社區中心

地址：	屯門新墟啟民徑
	 18號5樓	
	 （屯門西鐵站F出口）
網址：		 www.cc.yot.org.hk
電話：		 2655	7599

仁愛堂慈善步行曰 2017年

起點

步行路線：屯門文娛廣場起步➠沿屯門公園海濱長廊徑➠湖山河畔公園➠湖山遊樂場

日　　期：	 2017年11月19日
	 （星期日）

時　　間：	上午9時至下午2時

查詢電話：	 2655	7514
	 唐少英姑娘



1. 購買者必須自攜盛載器皿（如膠袋及膠樽）　2. 貨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自己社區‧消費革新」：

良由集貨 GOODS CO-SHARE

查詢：2655	7563	/	E-mail	&	Facebook：stephen.kam@yot.org.hk　甘根明先生

「良由集貨」是非牟利社會企業，藉

由直購及集體分享，向基層家庭提

供可負擔的生活必需貨品，增加生

活選擇。

另外，推動改變現時

預 先 包 裝 的 消 費 模

式，向傳統糧油業的

「營商古法」取經，散

裝形式售賣貨品予街

坊，抗衡大資本連鎖

式超市霸權式經營。

同時，建立綠色的生

活文化，善用/循環

再用盛載的器皿(膠

樽、膠袋等)，減少

浪費及垃圾。

日期：	 16/8/2017、20/9/2017、18/10/2017、
15/11/2017、20/12/2017（每月第三個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地點：	屯門仁愛堂社區中心底層（健身室及中醫診所旁）
對象：	屯門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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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類別

青少年會員
（17歲或以下）

普通會員
（18-59歲）

長者會員
（60歲或以上）

社區服務會員
團體會員 會員嘉賓

個人 家庭

年費 四十元 九十元 二十五元 三十五
元

六十五
元

五百元	
（機構及學校） 十元

會員
福利

可申請電話租用體育設施；

可租用本中心之場地、設施及參加各
項服務，包括各部門所舉辦之訓練課
程、興趣小組及比賽等。

可參加本中心所
提供之小組及社
區服務，	包括各
類型社區活動及
興趣小組；

不能使用本中心
之體育設施。

可綜合預訂本中心之設
施；

另可獲團體個人本會員
證壹張，由所屬僱員輪
用，惟此證只能租用體
育設施，不能參加任何
訓練班及興趣班；

如需申請更多之輪用團
體個人會員證，將以每
張一百元計算	；

會員嘉賓只限
於申請當天使
用本中心之體
育設施。

郵寄
申請
辦法

郵寄申請本中心會員須填妥會員申請表連同身份證副本
或出世紙副本,近照壹張及劃線支票以支付會員費、手續
費及郵費（手續費、郵費共2元），寄屯門啟民徑18號仁
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康體事務部收（支票抬頭
「仁愛堂有限公司」）。

1.	凡在香港註冊之社
團及工商機構，均
可申請；

2.	申請團體須致函本
中 心 申 明 業 務 性
質、會員/職 員 人
數，並須連同社團
註冊證/	商業登記證
明書之副本，一併
付上以茲證明。

1.	凡有本中心
會 員 介 紹
者，均可申
請；

2.	申請人須由
本中心會員
陪同，並帶
備身份證到
本中心地下
大堂顧客服
務處辦理申
請。

申請
資格
及
辦法

申請人須帶
備 出 世 紙
或身份證及
近照壹張到
本中心地下
大堂顧客服
務處辦理申
請。

申請人須帶備身份證及近照壹張，到本中
心地下大堂顧客服務處辦理申請，而社區
服務家庭會員之申請人須帶備本人及家庭
成員之近照，並出示本人及家庭成員之身
份證或出世紙。

補辦
證件
手續

遺失會員證須攜同身份證及近照壹張，
於辦公時間內到本中心大堂顧客服務處申請補辦。

申請團體須	
致函本中心報失，並連
同劃線支票一併逕寄。

補辦
證件
費用

十元 二百五十元

會員
須知

1.	會員證有效期為一年，由登記入會當日起計算，屆滿日期將列印於會員證上；
2.	會員使用本中心設施、報名、租用場地或參加各類型訓練課程及興趣小組，必須出示有效之會	
員證；

3.	會員必須遵守本中心之規則，否則其會員資格將被取消，並停止其享用本中心設備及參加本中心
活動之權利；

4.	會員如欲退出中心會藉，必須以書面、親臨或郵寄至中心申請，中心將於兩星期內覆核；
5.	顧客服務處之辦公時間為每日上午8:00至晚上9:30。

To assess detail information of membership application, please visit www.cc.yot.org.hk or contact our staff directly.
有關特惠醫療服務將於2017年7月1日起取消。

會 籍 一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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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使命及宗旨：
「共建自主互愛社區」

本中心堅信的價值觀為：
◆	社區內弱勢社群的福祉是我們首要關注的事項；
◆	居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乃是建立自主互愛社區之基石；
◆	一個社區的建立需要平等、尊重、公義的精神；及
◆	互助與自助可提升居民生活質素，達致社區建設。

本中心的遠景及目標：
◆	乃矢志成為同業中回應社區需要，以及推動社區建設的典範。

　　本中心提供多元化服務以滿足不同人士需要，包括：社區發展服務、中心服務、研教課
程、田家炳悅讀天地及丘忠航自修室，各服務簡介現臚列如下：

社區發展服務 中心服務 田家炳悅讀天地及
丘忠航自修室 研教課程

服務
目標

1.	促進居民關注社區問題及
弱勢社群的需要；

2.	組織及團結居民建立守望
相助的鄰里網路；及

3.	促進持續改善及優化社區
環境。

1.	提升社區人士關注弱勢社群
獨特需要；

2.	提升弱勢社群參與個人成長
活動機會；

3.	促進華裔人士認識少數族裔
人士文化特色及需要；及

4.	提升華裔人士對少數族裔人
士正面觀感。

1.	積極回應社區的
服務需要；

2.	提升社區人士對
資訊科技認識的
需要；及

3.	提升社區人士自
學能力及終身學
習的精神。

提 供 優 質 課
程，滿足不同
年齡組別的人
士，進修及學
習需要，以充
實他們的餘閒
時間，達致終
身學習的精神。

服務
對象 任何年齡社區人士

1.	低收入家庭兒童、青年及其
家長；及

2.	少數族裔家庭。
任何年齡社區人士 任何年齡	

社區人士

提供
服務
的
方法

1.	透過動員居民成立關注及
監察小組，討論改善社區
問題並向有關方面反映意
見；

2.	透過與地區居民的互相協
作，推展鄰舍認識及互
助，加強建立鄰里互信關
係；

3.	透過與地區團體、福利機
構、學校及政府部門合
作，加強區民的公民意識
及關心社區事務；及

4.	透過提供新來港學童適應
計劃，協助他們適應香港
社會制度及環境。

1.	多元文化「融城」活動系列；
2.	家長教育工作；
3.	兒童及青少年成長活動；及
4.	關社小組。

1.	為不同需要的社
區人士提供多元
化的服務及設備；

2.	提 供 獨 立 自 修
室、電腦網上資
源閣、休閒天地；

3.	舉辦不同類型的
專 題 展 覽、 小
組、活動及訓練
課程；及

4.	定期增添書籍、
錄音影帶、光碟
及多媒體資訊。

開辦多元化的兒
童、青少年、婦
女、成人研習教
育、興趣及學術
等課程。

To assess detail information of membership application, please visit www.cc.yot.org.hk or contact our staff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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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中心政策

一 本中心承諾向公眾提供資料，確保有機會接受本中心服務的
人士、機構職員、其他專業人員及社會大眾清楚了解本中心
的理念、宗旨、服務及目標，並清楚說明聯絡方法，及令有
關資料廣泛提供和容易取得。

二 定期檢討及修訂服務質素之政策及程序，確保中心備有一
套機制作定期檢討及修訂(其中必須包括標準6、10、11、
12、13、14、15及16當中備有時限及紀錄)，而在過程中亦
必須有服務使用者及職員的參與。

三 中心備有服務運作及活動的最新紀錄，並有機制監察紀錄或
報告，為單位提供監控單位服務狀況之依據，並讓公衆人士
瞭解中心服務及運作情況。

四 確保仁愛堂服務單位的所有職位均應備有職責說明及職務陳
述，訂明每個職位的職務、責任和問責關係。本中心的機構
組織及員工之職務和責任政策並以「公開」及「問責」的原則
而制訂，並確保職員、服務使用者及有關人士能閱覽有關機
構及單位架構及問責關係的資料，從而提升單位之服務質素。

五 1.	 依據「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制訂一套公平，公正，公開
的程序，當本堂在有職位空缺時，進行招募，並甄選具備
適合才能，知識，經驗的申請人去擔任有關職位。確保本
堂屬下職員知悉仁愛堂僱傭合約內容，及確立本堂與顧員
訂立的僱傭合約範疇，以供管理層統一執行。另確立本堂
處理員工紀律之指引，使在推行紀律政策時，有一致及公
平之做法；

2.	 行政及人力資源部定期舉辦入職啟導活動，為所有新入職
員工安排入職啟導活動，介紹機構及其服務單位之重要資
料，以便同工儘快適應及有效執行工作；

3.	“督導”可為員工提供知識、以及可改善他們的態度和技
巧，故管理人員為員工提供適時及適當的鼓勵、引導、監
督和提點改善，並要配合員工需要以協助員工發揮所長；

4.	 制訂一套通用的員工培訓政策，以鼓勵員工不斷進修和自
我增值，並就員工工作需要提供培訓資助進修課程，藉以
增長其相關的知識及改善其工作技巧，從而提高更佳的服
務質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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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中心政策

六 為確保優質服務及運作水平，中心應透過制訂適當的工作計劃作為服務藍
本及就服務作出評估及檢討，並以不同途徑以收集或接收職員及服務使用
者意見，對檢討過程中鑑定的服務表現或質素問題，中心應備有具體之跟
進行動。

七 為確保社區中心保持良好服務運作及準確之活動財政紀錄，中心須備有程
序制訂及確認財政預算、妥善管理財政資源，監察財政表現及定期研究提
高經濟效益或抑制成本之法，以確保對堂方、資助團體之財政資助得到恰
當運用。

八 中心制訂程序以確保所提供之服務均符合法例要求，並備有監察程序以確保
中心及同工遵守有關法例。

九 為確保本中心內人士處身於安全的環境、確保職員明瞭和遵守安全工作守則
及適當指導職員和服務使用者如何應付緊急事故。中心職員有責任以安全的
方法行事、遵守安全政策及程序，以及在發生緊急事故時，遵照指示行事。

十 確保中心以公平公正為原則，申請或拒收服務不應帶歧視成份，並按公平之
招募標準提供服務，確保申請接受服務者能公平地獲得所需服務。只要服務
使用者符合指定服務之申請要求而其本人沒有觸犯中心守則而判定不適合接
受服務，服務使用者都有權按先到先得原則獲取服務。而中心須備有退款或
取消活動之程序作為有關安排之依據。

十一 透過需要評估收集職員、服務使用者及相關人士的意見及需要，並將有關紀
錄作為制訂服務計劃之基礎及依據。中心有責任定期更新服務使用者的記
錄，以反映其情況的變化。

十二 中心需提供運作及服務之最新資料，讓服務使用者在知情下作出選擇及
決定。

十三 中心應保障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及其權利得到尊重。

十四 本中心確保服務使用者接受服務時，其私隱和尊嚴得到尊重，並將其個人資
料保密，並只供有需要知情的職員查閱。本中心備有文件可供服務使用者、
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相關的政策及程序。

十五 為確保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不滿的權利，
而毋須憂慮遭受責罰，中心備有處理有關投訴及意見之程序，確保所提出的
申訴亦得到處理。

十六 為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言語、人身、性及精神侵犯的權利受到保障，中心備
有相關程序處理有關情況，以保障服務使用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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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12月季刊抽籤安排
為優化抽籤模式及安排，由2016年1月起，抽籤方法將由以往按活動入籤改
為報名日期抽籤，抽中之報名者可在指定日子開始，報名參加任何小組活動，
有關安排將以網上登記進行：

如有意參與抽籤項目，
請到中心網頁

www.cc.yot.org.hk 
訊息欄之

“網上登記抽籤”
登記

 注意事項：

•	報名以直系家庭為單位，參加者可填寫直系親屬如父	
　母、子女資料；

•	為加快處理流程，請以中文輸入姓名一欄；
•	參加者可選擇將所有直系家庭成員資料一齊輸入，或分開家庭	
　成員資料獨立輸入，分別在於如參與家庭活動，獨立輸入資料有	

　機會出現不能一起參加家庭活動；
•	參加者只須輸入資料一次，如發現有重覆輸入，將取消本季報名資格。

參加者於網上平台提交資料後，如須更正已輸入的資料，需親臨中心辦理。

抽籤日：
2017年8月3日
下午3時在
501室

抽籤截止
登記日期：

報名時間
安排：

報名時間：

2017年8月2日

• 第1批中籤者：8月8日起報名
• 第2批中籤者：8月9日起報名

• 第3批中籤者：8月11日起報名
• 所有小組活動：8月12日公開報名
 注意事項：

•	抽籤結果8月5日公佈（中心內張貼結果及中心網頁內公佈。）
•	8月10日不接受小組活動抽籤報名。

上午9時30分至晚上9時，如因事而未能
前來報名，亦可於下一時段至8月11日優先報

名，中籤報名人亦可提供會員證或證件副本予他人
代為報名，唯參加者名單必須與入籤名單相符。

 注意事項：

•	中籤者可於指定日期開始報名，優先報名日共3天，	
　每天設40個中籤家庭報名名額，名額先到先得；

•	每個中籤者可報名參與最多5項小組或活動，並需同一時間	
　報名；

•	抽籤結果8月5日公佈（中心內張貼結果及中心網頁內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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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須知
1.	 參加者須攜同報名收據或身份證明文件，供查閱後方可上課；
2.	 會員在報名及出席活動時，需帶備有效會員証；
3.	 所有使用中心設施或服務的人士，須遵守中心規則，違者有可能被終止服務；
4.	 中心按「仁愛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各會員之私隱權。服務使用者如對本中心服務有任何意
見可填寫「服務使用者意見表」或向中心職員反映，中心將於二十個工作天內答覆、跟進及處理；

5.	 本中心逢公眾假期暫停服務；

6.	 在任何情況下，學員不可私自轉由他人上課，或攜同他人進入課室；
7.	 導師會於第一課為兒童學員編配座位，家長對有關安排不得異議；
8.	 學員不可攜帶動物或滋擾性物品進入課室。課堂內請關掉手提電話，切勿錄音及拍攝；
9.	 兒童班學員之家長須準時接子弟放學，本中心並不負責於課堂後代為照顧學員；
10.	中心職員有權為活動拍照或錄影以作宣傳用途。
11.	中心有權更換導師而不作另行通知；
12.	學員如有呼吸道感染徵狀，須戴上口罩。中心有權要求徵狀嚴重之學員回家休息；
13.	導師不會於課堂收取學員費用或向學員索取/提供個人聯絡資料；
14.	學員以個人理由於開課前一個月申請退班，須繳付行政費港幣五十元正，開班前不足一個月申請
退班者，中心將扣除所繳費用之三成作行政費用（不足五十元亦以五十元計算）。退班申請必須於
開課前五個工作天提出，逾期恕不受理。退班者領取退款時須出示收據及身份證/會員證，六個月
後未取之退款將不予發還；

15.	學員以個人理由於開課前一個月申請轉班，須繳付行政費港幣三十元正，開班前不足一個月申請
轉班者，須繳付行政費港幣五十元正；轉班申請必須於開課前五個工作天提出，逾期恕不受理；

16.	就任何課程改動事宜，必須經中心辦事處通知方可作實，導師不會自行安排學員調班或就課程作
出改動；

17.	學員如對中心服務有任何爭議，必須儘快通知本中心，以便作出商討及改善。過後提出恕不受理；

18.	學員可於課程完結後一星期內帶同有效會員證申請「出席證明」，費用港幣十元。逾期申請費用為
港幣三十元正（本中心只提供一年內之証明申請）。一經繳費，概不退還；

19.	申請人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可獲發「出席證明」。不足者會獲發「報讀證明」；
20.	學員可於完班日後第4至12周內領取證明，逾期未領，恕不另發；
21.	學員如需補辦任何其他證明文件，每項費用為港幣五十元正；

22.	請留意八號熱帶氣旋訊號或黑色暴雨警
告。如訊號於課程內開始前兩小時內仍然
生效，課程及活動將會取消，並不會另行
補課。於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期間，中心活
動將會繼續進行。於三號颱風訊號時，即
使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中心課程仍會如
期上課。學員應視乎個人情況自行決定出
席或否，惟中心不會為缺席者安排額外補
堂。中心會於警告訊號除下兩小時後回復
正常運作，由教育署資助之課程，將按教
育署之停課安排為準，並不會另行補課；

23.	當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中心活動
照常舉行。戶外活動則因應個別活動之性
質及參加者體力需要等因素下，本中心會
考慮是否需要延期或取消。

To assess detail information of membership application, please visit www.cc.yot.org.hk or contact our staff directly.

訊號

研教課程/
中心內活動
及中心其他

服務

中心
外活動

野外/
水上活動

酷熱警告

✔
☎雷暴警告

✘

黃色暴雨

紅色暴雨
✘

黑色暴雨 ✘ /
一號風球

✔
✔

三號風球
✘

八號風球 ✘

☎

一
般
使
用
者

須
知

辦
理
出
席

證
明

惡
劣
天
氣

安
排

課
程
學
員

須
知

：若於開課後懸掛課程活動將繼續進行。
中心職員對「學員須知」及有爭議之所有條款擁有最後詮釋權。如對上述安排有任何查詢，	
歡迎致電	2655 7599 與中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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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填寫 參加者姓名：

小組/活動編號：	 名稱：

會員証編號：	 聯絡電話：

非會員填寫
小組/活動編號：	 名稱：

參加者姓名：	 性別：	 年齡：

身份証號碼 聯絡電話：

一同報名的
家庭成員：

（1） 會員証編號： 年齡： 性別：

（2） 會員証編號： 年齡： 性別：

（3）	 會員証編號： 年齡： 性別：

★	本人明白提供個人資料予貴中心是自願性質及應有責任取得上述人士之同意使用其個人資料。
★	本人亦明白需確保所提供之資料為準確；如因資料不足及欠準確而引致服務提供之延誤，需由本人負責。
★	本人並同意這些資料可傳閱予在工作上有需要知道該等資料的職員使用，以協助本人申請中心的服務。
★	報名者代表參加者已閱讀、明白及同意附上的『個人資料使用條文』，並在此簽署作實。

報名者簽署：	 簽署日期：

＊如參加戶外活動而年齡低於18歲者，請填寫下列「戶外活動家長同意書」＊

　　本人（家長/監護人姓名），	 同意（參加者姓名）

參加　貴中心於 （	日期）

舉行之 活動。本人明白參加者不能於中途離隊。

如活動期間有特殊情況，可致電	 通知本人。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中心職員於活動舉行，	可能進行拍攝或錄影，	以作為活動紀錄或公眾場所
展示之用，	如服務使用者不希望被拍攝影/錄影，	請即時知會有關職員。」

如有需要，此表格可以影印使用

小組 / 活動 FRS/CF/14/GA/017
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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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悅讀天地一般守則
1.1	 凡使用本中心任何服務及設施，除特定活動外，必須為仁愛堂中心	

會員；
1.2	 六歲以下小童須在家長或監護人陪同下，方可使用悅讀天地的設施；
1.3	 書籍刊物閱後請放回原處；
1.4	 請勿在悅讀天地範圍內吸煙或飲食，並請保持地方清潔；
1.5	 請勿在悅讀天地範圍內奔跑、喧嘩及大聲使用手提電話等；
1.6	 本中心不會提供交流電源供器材使用；

2. 借閱手續及規則
2.1	 每張會員証每次可借書籍及光碟共三項，借用兩星期；借用時，持証者

須親臨借閱，並出示有效會員証；
2.2	 悅讀天地內之光碟，可供年滿六歲或以上之會員借用，六歲以下會員則

須由家長陪同下借用；
2.3	 逾期歸還罰則：

2.3.1	 逾期歸還書籍或光碟每天每項罰款一元；最高罰款額為每項六十
元正；

2.3.2	 閣下必須盡快辦理歸還所有逾期物品；否則本悅讀天地會於到期
日一個月後發出逾期還書通知信；如接獲有關通知後一個月內尚
未辦妥歸還手續，閣下之會員資格將被取消，直至讀者歸還所有
罰款及遲還之物品為止。本悅讀天地並保留一切有關追究權利；

2.3.3	 所有借出之物品如有遺失或損毀，閣下須繳付與該物件或整套同
等價值之罰款；

2.4	 每項物品續借一次，可利用電話辦理續借手續，書籍或光碟已逾期需到
本悅讀天地辦理；

2.5	 借書証及自修室使用証不得轉借他人使用；
2.6	 任何人不得攜帶未辦妥借閱手續的物品離開本悅讀天地，否則當偷竊

論；借用前亦須檢查所借物品是否完整無損；
2.7	 借閱者如需更改個人資料，請通知本悅讀天地職員；

服
務
使
用
者
須
知

田
家
炳
悅
讀
天
地

星期一 下午1:30 ~ 晚上9:00

星期二至五 上午9:30 ~ 晚上9:00

星期六 上午9:30 ~ 傍晚6:30

星期日 上午9:30 ~ 下午1:00

公眾假期 休息

國慶節翌日 2/10/2017

中秋節翌日 5/10/2017

重陽節 28/10/2017

聖誕節 25-26/12/2017

3. 儲物櫃使用規則
3.1	 服務使用者使用前須往接待處出示有效會員証，並索取儲物

櫃編號鎖匙；
3.2	 損壞或遺失鎖匙罰款二十元；逾期歸還鎖匙每天罰款一元；
3.3	 服務使用者應小心保管財物，如有遺失或損壞，本悅讀天地

概不負責；
3.4	 悅讀天地儲物櫃只供仁愛堂中心會員使用本悅讀天地服務時

借用。

閱覽室開放時間： 閱覽室假期：

109
社區中心田家炳悅讀天地



丘忠航自修室
丘忠航自修室使用守則

自修室服務
自修室服務是本中心額外的增值服務，使用者必須持有有效仁愛堂
會員証，並且額外繳付年費。

自修室對象定義
由於本中心自修室座位有限，我們只為以下會員提供自修室服務：
•	修讀全日制中學或以上程度課程；
•	修讀兼讀一年制或以上大專課程；	（例如高級文憑課程、學位或碩士課程等等）
•	申請人必須出示有效証件或文件。

1. 10-12月開放時間：
星期一 下午	1:30	至	晚上	9:00
星期二至五 上午	9:30	至	晚上	9:00
星期六 上午	9:30	至	傍晚	6:30
星期日 上午	9:30	至	下午	1:00
公眾假期 休息

申請自修室証手續： 
資　　格： 中一或以上在學人士，並請出示一

年或以上有效在學証明，若為自修
生，需出示有關進修証明文件。

費　　用： $30（不包括申請仁愛堂會員証費用）
有效日期： 以仁愛堂會員証的有效日期作實。
備　　註： 請先前往二樓詢問處查詢申請詳情。

2.	 請攜帶自修室証作登記及選擇座位，若未能出示証
件者，恕未能登記入座；

3.	 自修室額滿後，不會安排輪候，請同學往其他中心
的自修室。本中心將張貼告示於玻璃門上作通知；

4.	 請按登記之座位編號就座，不應隨意調動，這樣會
對其他自修室使用者產生影響；

5.	 為公平起見，使用者在登記座位時，請盡快選擇座
位，如未能即時選擇，中心職員將安排所有在場的
輪候者登記座位後，方可選擇；

6.	 如因特別事故影響而未能使用自修室服務，中心職
員將安排受影響者移往其他座位；

7.	 已登記使用之座位空置達30分鐘（用
膳時間：下午1:00至2:00及 傍 晚
6:00至7:00除外），其物品將被職員
移去，並安排該座位予其他使用者，
期間一切損失，本中心恕不負責，違
規者當天不可再使用自修室；

8.	 嚴禁飲食，請勿攜帶飲品及食物進入
自修室（食水除外）；

9.	 請同學切勿佔用閱覽室桌子作溫習及
閒談，影響其他服務使用者閱報及閱
讀中心內之書籍，請尊重中心守則，
互相尊重，勿因個人需要而影響其他
服務使用者需要；

10.	遺留之自修室証將即日交往地下保安
部，請自行領回；

11.	因自修室証涉及個人資料，中心不接
受由其他使用者代領回証件，如需由
他人領回証件，請填寫授權書；

12.	已設討論室予自修室使用者，如需與
同學進行討論，請往接待處登記，以
半小時為一節，最多1小時；

13.	所有個人財物，請自行保管，若有遺
失，中心概不負責；

14.	中心設有手提電腦供同學借用，有需
要者請往接待處登記；

15.	本中心不會提供交流電源供器材使
用。

兒童小組及活動

110
社區中心 丘忠航自修室守則



兒童小組及活動

仁愛堂社區中心 

中心服務隊 x 屯門區
我們深信幼兒及兒童富創造力，善於學習家長身懷才藝，

並且是孩子的最好良師而社區內不乏有心人，
願意與他人分享才藝、知識等，係呢個屯門「小陣地」，

真係得天獨厚，我哋一齊發揮家庭力量，共享、共學、共造啦﹗

　　我們的社會，講求學歷與技能，基層
家庭兒童往往會因為家庭經濟原因失去
學習、遊戲的機會，失去提升自我的機會，
較容易造成跨代貧窮的問題。
　　B.A.B.O.童學會的出現是希望建立一個平等的成長平台，讓基
層家庭兒童得到更多學習和遊戲的機會。但「獲得」的同時，亦要明白
「付出」的重要。因此，我們期望參與計劃內活動的兒童，能把學習後

的成果，回饋社區。
　　「Be A Better One」，是B.A.B.O.童學會的宗旨，兒童透過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獲
取活動的機會；透過學習，獲取知識改變未來，成為更好的人。

「Be A Better One」，亦可以是任何人的宗旨，大家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時間，成為我們的
社區義工達人，把技能教授予兒童，成為更好的人。
B.A.B.O.童學會希望透過「遊戲」和「課外活動」，提升兒童社交、表達、溝通、與人合作
等方面的能力，在愉快輕鬆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

~ 基層家庭兒童支援計劃

B.A.B.O.
童學會

B.A.B.O.童學會。會員登記
簡介：「B.A.B.O.童學會」的會員：

1.	可獲取更多有關低收入家庭的社會資訊；
2.	可以優惠價錢參與由社工/社區義工達人舉辦的活動；
3.	可與社工共同協商活動，為自己的子女籌劃合適的活動；
4.	可參與各樣義工服務，體現關愛社區的助人精神；
5.	加入whatsapp群組，建立家長資訊交流平台等。

目的：1.	建立一個屬於基層家庭兒童的平等成長平台；
2.	透過參與不同的小組活動，提升兒童的社交表達能力及社區關愛精神；
3.	提升兒童及家庭對「獲得」和「付出」的尊重和參與。

對象：3	-	12歲兒童及家庭（低收入家庭） 名額：不限
查詢：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想（可致電預約時登記） 費用：	全免
備註：1.	 低收入家庭：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全津/半津（最新）。

2.	 有興趣參加者可於登記當天，帶同綜援、或書簿津貼全津/半津的證明文件，以作複印。
3.	「B.A.B.O.童學會」為永久會員制，你可以一直參與計劃內的活動，直至你主動提	
出退出。唯參加者需主動把最新的經濟證明交予敏姑娘，否則將未能受惠於部份	
優惠/資訊。

社區中心兒童小組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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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O 聖誕派對
簡介： 齊齊玩，開心過聖誕啦！一齊走入社區，尋寶啦！

目的： 1. 提升參加者的社交和溝通表達能力；　2.  提升參加者對社區事物的認知；

3. 提升「B.A.B.O.童學會」組員間的認識。

內容： 故事分享、社區探索等。

對象： 幼兒組 小學組

3 - 5歲兒童

（只限B.A.B.O.童學會會員）

6 - 10歲兒童

（只限B.A.B.O.童學會會員）

費用： $ 10 $ 10

名額： 8名 8名

日期： 27/12/2017（三） 27/12/2017（三）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中午12:00 - 下午1:30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9室

「童」樂 •幼兒歌舞義工團
簡介： 遊戲是兒童成長的「必需品」。只要玩得其所，遊戲也可以是一種有效的

學習，讓兒童快樂成長。

透過社區探訪活動，鼓勵幼兒運用自身的長處，關愛他人；同時，活動也能

訓練兒童的身體協調、專注力、大肌肉等能力。

目的： 1. 藉著歌舞表演，提升與人合作的能加及個人自信心；

2. 鼓勵幼兒關愛社區，參與義務工作活動。

內容： 歌舞學習及綵排。

日期： 20/11/2017 - 11/12/2017（一）　共4節； 表演日：16/12/2017（六）（待定）

時間： 下午4:15 - 5:15 表演日：下午2:30 - 4:30（待定）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3室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對象： 3 - 5歲兒童 查詢：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費用： $ 80 / $ 50（B.A.B.O.童學會會員） 備註： 報名時如非B.A.B.O.童學會會員，

請交回正價名額： 8名

「童」心 •遊樂屯
簡介： 活動以「遊樂屯門」為題，參加者需於小組討論後，共同找出屯門好玩點、

屯門特色點，並一同體驗被選出的地方。體驗完成後，共同撰寫體驗感

覺，並製造出屬於屯門的「遊樂屯門攻略」，贈予社區人士。同時，亦會製

作展示板，供社區人士觀看。

目的： 1. 認識屯門，學習欣賞自己居住的社區；　2. 提升兒童的責任感、團隊合作精神。

內容： 小組討論 外出活動、小組分享、資料整理 分組製作展板和「遊樂屯門攻略」

日期： 7/10/2017 14/10、/21/10、4/11、11/11 25/11/2017

時間： 上午10:00 -11:30 上午10:00 -12:00 上午10:00-12:0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 查詢：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對象： 7 -11歲兒童 備註：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青

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贊助及支持。
費用： $ 40

名額： 10名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活動編號：
G19036

活動編號：
G19037

活動編號：
G19038

活動編號：
G1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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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享 •讀書會
簡介： 以不同主題的繪本故事，配合遊戲及延伸活動，讓大小朋友一起享受互動故事的趣

味。從閱讀中學習，從閱讀中感受快樂。

目的： 1. 透過持續的閱讀繪本和小組遊戲，提升兒童專注力、社交溝通等的能力，讓孩子在

愉快的環境下學習；

2. 透過繪本分享，提升參加者表達和演講能力，從而提升個人自信心；

3. 家長和兒童都能投入小組，一齊想一齊做一齊玩；

4. 參與社區服務，把故事帶進社區。

內容： 繪本分享、社區探索、小組遊戲、自創小組活動、義工服務等。

幼兒組 小學組

對象： 3 - 5歲兒童及家長 6 - 11歲兒童

費用： $ 120 / $ 100

（B.A.B.O.童學會會員）

$ 120 / $ 100

（B.A.B.O.童學會會員）

名額： 10名 12名

日期： 11/10、25/10、8/11、22/11、6/12、

20/12 （三）；每月兩次聚會

13/10、27/10、10/11、24/11、8/12、

15/12（五）；每月兩次聚會

時間： 下午5:00 - 6:00 下午6:00 - 7:0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詢：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 1. 報名時如非B.A.B.O.童學會會員，請交

回正價；

2. 部份名額將預留予10 -12月「童」享．

讀書會參加者，請舊生參加者自行向

敏姑娘報名留位；

3. 參加者至少參於2次義工服務；

4. 活動日期、內容、聚會次數等，可因

應組員討論作出修改。

「童」想 •老闆
簡介： 活動以「市集老闆」為題，參加者將分成不同小組，共同計劃和執行攤檔，

擔任市集小老闆。

目的： 1. 提升個人能力感；　2.  提升兒童的責任感、團隊合作精神。

內容： 活動簡介、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攤位準備 市集日

日期： 2/12/2017（六） 12/2017-2/2018（由小組決定） 10/2/2017（待定）

時間： 上午10:00 - 中午12:00 由小組決定 全日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捐助」、「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

活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區青年活

動委員會」贊助及支持；

2. 每小組約有4-5人，參加者如想自行

分組，可於報名後聯絡敏姑娘。

對象： 6 - 12歲兒童

費用： $ 20

名額： 40名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活動編號：
G19041

活動編號：
G19042

活動編號：
G1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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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學 •分 FUN 教室
簡介： 社區義工達人黎啦!!  「分．FUN教室」由一班身懷好武功的社區人士主理，把個人技能

傳受開去，呢個教室咩都有得學，快啲一齊黎玩啦！

「分．FUN教室」是一個分享技能，讓小朋友快樂學習的地方；

「玻璃曲奇」、「心太軟」自己動作製作美食，提升自理能力；

「親子面部彩繪」與孩子一起走進藝術世界。

目的： 提升兒童參與興趣班的機會，享受快樂學習的趣味。

內容： 玻璃曲奇 親子面部彩繪 心太軟

日期： 13/10/2017（五） 14/10/2017（六） 1/12/2017（五）

時間： 晚上 6:00 - 8:00 下午 2:30 - 3:45 晚上 6:00 - 8:00

地點： 509-510室 503室 509-510室

對象： 7 -11歲兒童 2.5 - 5歲兒童及家長 7 -11歲兒童

名額： 10名 10對 10名

費用： $ 60 / $ 40（B.A.B.O.童學會會員）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 1. 因導師乃義務性質，活動日期或因導師工作之緣故有所更改；

2. 報名時如非B.A.B.O.童學會會員，請交回正價；

3. 「玻璃曲奇」、「心太軟」活動請自備食物盒。

活動編號：
G19044

活動編號：
G19045

活動編號：
G19046

「童」學 •開心畫畫樂
簡介： 社區義工達人黎啦!!   我們的義務導師Miss Ku有感於基層兒童能學習課外

活動的機會有限，是次活動由導師義務教授，既發揮導師關愛社區的愛心

精神，又能協助基層兒童，實在難得。

目的： 1. 提升兒童參與興趣班的機會；　2.  提升兒童對繪畫的興趣。

內容： 學習繪畫及填色技巧。

日期： 9/10/2017 - 6/11/2017（逢星期一，共5節）

時間： 下午5:15 - 6:3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9室

對象： 4 - 6歲兒童

費用： $ 80 / $ 50（B.A.B.O.童學會會員）

名額： 12名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備註： 1. 因導師乃義務性質，活動日期或因導師工作之緣故有所更改；

2. 報名時如非B.A.B.O.童學會會員，請交回正價

活動編號：
G19043

社區義工達人精神 : 把個人技能分享出來
你是否擁有一身好技能而無得發揮呢 ?

你有無想過把自己的技能傳授出來，與人分享呢 ?
現在，機會黎啦 !! 不論烹飪繡花、各地方言，還是維修種植、廢物重用

等……無論幾千奇百趣，「只要你肯分享，我地就一齊學！」
你的參與，將有更多社區有人士受惠。快啲加入我地，成為社區義工達人啦！

社區義工
達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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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加油站M班 動感加油站N班 動感加油站O班 動感加油站P班

目的： 1. 提升兒童的大小肌肉的靈活性；　2.  提升兒童的專注力；
3. 提升家長對家居訓練技巧的掌握。

內容： 大小肌肉活動、專注力及認知小遊戲等。

日期： 20/10、27/10、3/11、10/11、17/11、24/11、1/12（逢星期五，共7堂）

時間： 下午4:00至 5:00 下午5:15至 6:15 晚上6:30至 7:30 晚上8:30至 9:3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507 - 508室

對象： 已評估為特殊學習
需要之3 - 6歲兒童

已評估為特殊學習
需要之3 - 6歲兒童

已評估為特殊學習
需要之3 - 6歲兒童

已評估為特殊學習需
要之7 - 11歲兒童

名額： 7名 7名 7名 7名

費用： $ 210 $ 210 $ 210 $ 210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 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備註： 1. 興趣之參加者須先致電或親到中心留位，待負責職員安排約見後才繳交費用；
2. 綜援家庭或子女學校書簿津貼獲全額津貼者，可與負責職員聯絡安排減費；
3. 家長請每期預留其中最少3堂時間，一同參與小組，擔任小組義工；
4. 參加者的出席率需達80%，出席率不理想者，有機會被取消參加資格。

活動編號：
G19049

活動編號：
G19050

活動編號：
G19051

活動編號：
G19052

「童」學 •迷你廚房 Mini K
簡介： 社區義工達人黎啦!! 呢個「迷你廚房Mini K」由一班曾參與小廚房大搞作的

中學生主理，與幼兒一同製作美食。自己學完仲可以教人，發揮導師關愛
社區的愛心精神。

目的： 1. 提升幼兒參與烹飪活動的機會；　2.  提升幼兒的自理能力。

內容： 焗薯蓉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日期： 25/11/2017（六） 查詢：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時間： 上午10:00 - 12:00 備註： 1. 因導師乃義務性質，活動日期或
因導師工作之緣故有所更改；

2. 報名時如非B.A.B.O.童學會會員，
請交回正價；

3. 請自備食物盒。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9 - 510室

對象： 3 - 5歲兒童

費用： $ 50 / $ 30（B.A.B.O.童學會會員）

名額： 10名

好伙伴 — 配對計劃 （1 對 1 親子遊戲班）
目的： 1. 改善孩子的能力；　2.  提升家長對家居訓練的認識。

內容： 由家長導師以1對1形式與親子進行專注、認知、小手肌等不同主題遊戲，
亦會與家長分享家居訓練的方法與技巧。還有遊戲物資/訓練用具借用，以
供家長回家與子女實踐。

日期： 職員將為參加者配對合適導
師，再為雙方約定日期時間。

名額： 不限

報名： 有興趣之參加者請致電彭姑娘報名，
待確認後才繳交費用。時間： 45分鐘 /次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活動室 查詢： 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對象： 疑似/已評估具特殊學習需要
的3 - 5歲兒童及其家長。

備註： 1 家長必須陪同子女出席；
2 負責職員會先與參加者面見，講解活動詳

情；
3 家長導師以義務性質提供服務，如活動日期

和時間能於平日的14:30前，會較容易安排。

費用： $ 20 /次

活動編號：
G19048

活動編號：
G19047

動感加油站系列 支援懷疑 / 已評估具特別學習需要之兒童及其家庭。



智叻同樂會
簡介： 透過集體遊戲，在玩樂中學習情緒表達和與人相處的技巧。

目的： 1. 提升兒童對情緒表達的認識；　2.  增加孩子與人相處之技巧。

內容： 集體遊戲 / 手工創作 / 角色扮演 / 小組分享等。

日期： 24/10、31/10、7/11、14/11（逢星期二、共4堂）

時間： 下午17:00 - 18:00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7 - 508室 查詢： 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對象： 4 - 6歲兒童 備註： 1. 本小組已預留名額予動感加油站畢業生，畢業生

請自行向彭姑娘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仍於動感加油站或正在輪候動感加油站之兒童不

能參加此小組。

費用： $ 120

名額： 6人（公開報名）

動感加油站 — 家長小組
簡介： 本小組希望集合一群孩子有相若成長需要的家長，透過彼此交流、認識與

支援。一方面減輕壓力，一方面有效地促進孩子成長。

目的： 1. 增加家長的社區支援網絡、促進家長間的交流；　2.  紓緩家長壓力；
3. 促進家長成為“家長導師”。

內容： 資訊分享及交流、學習家居訓練技巧、認識自己及孩子的需要、家長活動、籌備親子小組等。

日期： 17/10、31/10、14/11、28/11、5/12（隔星期二、共5堂）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名額： 12人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9 - 510室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對象： 懷疑/子女已評估為特別學習需要之家長 查詢： 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費用： $ 50

加油站畢業生 Christmas Party
目的： 1. 增加加油站畢業生之連繫和交流； 　2.  提升參加者與人協議和分工合作的能力。

內容： 設計派對餐單、分組烹調和製作派對午餐，派對遊戲、神秘交換禮物等。

日期： 28/12/2017（星期四） 費用： $ 60

時間： 上午11:00 - 下午3:00 名額： 8人（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9 - 510 / 503室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對象： 小一至小三之加油站畢業生 查詢： 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為歷屆加油站之畢業生，如有疑問請先向彭姑娘查詢；　2.  請自備食物盒和餐具；

3. 參加者必須帶備一份20 - 30元之禮物於交換禮物環節使用。

活動編號：
G19054

活動編號：
G19056

活動編號：
G19055

動感滿 FUN 體驗班
簡介： 兒童： 進行大小肌肉、專注、認知、社交等不同主題遊戲。

家長： 透過觀察孩子的表現，了解子女的特質和成長需要，並學習合適的
家居訓練技巧。

目的： 1. 提升家長對家居訓練的認識；　2.  提升家長對孩子成長需要的認識；
3. 增加孩子的大小肌肉靈活性及專注力。

內容： 由家長導師帶領孩子進行大小肌肉活動、專注力、社交遊戲等。

日期： 23/10、30/10、13/11、20/11（逢星期一、共4堂）

時間： 上午9:30 - 11:00 名額： 6對親子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7 - 508室 報名： 有興趣之參加者須先致電彭姑娘留位，
待確認後才繳交費用。對象： 疑似/已評估具特殊學習需要的 

3 - 6歲兒童及其家長 查詢： 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費用： $ 120 備註： 家長必須陪同子女出席。

活動編號：
G19053



「屯門柚 •派對」— 繪本聖誕PARTY
簡介： 開聖誕PARTY啦~小朋友們一齊共讀繪本故事，一手一腳製作自己的

環保聖誕裝飾，唔少得動手製作特色聖誕甜品，記得唔好錯過啦～

目的： 1.提升參加者對繪本的認識。

內容： 共讀繪本、環保聖誕裝飾製作、製作特色聖誕甜品。

日期： 23/12/2017（六）

時間： 上午10:00 -中午12:00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207室 查詢： 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對象： 6 - 10歲兒童 備註：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贊助及支持。
費用： $ 20

名額： 25人

「屯門柚 •特派小隊」— 社區導賞員
簡介：「屯門柚•特派小隊」培養兒童對身邊事物的觀察，提升對社區獨特的 

「人•事•物」的觸角。透過繪本作介入媒介，走訪屯門社區，邊走邊讀

邊與社區人士互動，發掘我們社區獨特的「人•事•物」。

目的： 1. 提升兒童與社區結連；

2. 提升兒童對社區觀察。

費用： $ 20

名額： 8人

內容： 導賞員訓練＋社區觀察＋實習。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日期： 訓　練：15/9/2017 - 13/10/2017（五）

導賞日：14/10/2017（六）

查詢： 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備註： 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

助」、「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

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區青年活動

委員會」贊助及支持，完成培訓及服

務出席率達100﹪獲証書乙張。

時間： 義工訓練：下午5:30 - 6:30

義工服務：下午（待定）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1室

對象： 7 - 13歲兒童

「屯門柚 •特派小隊」— 義's job〈聖誕派對篇〉
簡介：「屯門柚•特派小隊」培養兒童對身邊事物的觀察，提升對社區獨特的 

「人•事•物」的觸角。此外亦透過義工服務過程學習與人溝通合作。

目的： 1. 提升兒童與社區結連；

2. 提升兒童合作精神。

費用： $ 20

名額： 8人

內容： 義工訓練＋社區觀察＋義工實習。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日期： 義工訓練：17/11/2017 - 15/12/2017（五）

義工服務：23/12/2017（六）

查詢： 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備註： 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捐助」、「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贊助及

支持，完成培訓及服務出席率達

100﹪獲証書乙張。

時間： 義工訓練：下午5:30 - 6:30

義工服務：上午9:30 - 下午1:0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3室

對象： 8 - 13歲兒童

活動編號：
G19057

活動編號：
G19058

活動編號：
G1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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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基地小基地
這是一個親子和兒童共同成長的小基

地，家長可為孩子度身訂造及籌劃不

同主題的小組 / 活動，回應他們的成長

需要，讓年齡相若的孩子走在一起，一同愉快學習

和成長，而且活動內容和時間具獨特性和彈性。
Play, Learn and Grow Together
Play, Learn and Grow Together

小基地 —  親子會員登記
簡介： 幼兒組 小學組

目的： 1. 把握6歲前幼兒發展黃金
 期，提升孩子專注、言語、
 大小肌肉、社交、認知、 責任
 感等不同方面的能力；
2. 建立家長資訊交流的網絡。

1. 提升參加者之學習能力；
2. 提升參加者之社交及溝通

技巧；
3. 建立家長資訊交流的網絡。

內容： 1. 可參加小基地內社工/會員舉行的活動；
2. 可由家長親自籌辦不同主題活動供子女及會員參加。

對象： 3 - 6歲懷疑或已評估具特別學習需要，

正就讀幼稚園的兒童及其家長

6 - 8歲正就讀小學之

兒童及其家長

日期： 2017年10 - 12月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本期小基地系列活動之基本
開支。（如因活動內容需要，購買特別
物資或進行戶外活動等除外）；

2. 負責職員或會與會員進行面見及簡介；

3. 會員會被邀請加入手機通訊群組，小組
的資訊和更多精彩活動均在群組中發
放；

4. 會員如有任何活動建議，歡迎與彭姑娘
共同商議。

時間： 10 - 12月不定期舉行，有興趣即

可參加。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

費用： $ 50（各組）

名額： 不限（各組）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繳費

後請致電聯絡彭姑娘填寫入會表格）

查詢： 2655 7507　彭姑娘

A. 我是小廚師 B. 我是小廚師 C.社交選擇題 D. 小基地聖誕聯歡會

日期： 14/10/2017（六） 21/10/2017（六） 11/11/2017（六） 29/12/2017（五）

時間：
小學組

10:30 - 12:00

幼兒組

10:30 - 12:00

小學組14:30 - 15:45

幼兒組16:00 - 17:15

小學組及幼兒組

14:00 - 16:00

名額： 8人 8人 8人 15人

A-D活動請參加者於繳交會費後自行聯絡彭姑娘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活動編號：
G19060

活動編號：
G19061

童樂同遊農耕體驗
目的： 1. 增加參加對環保和大自然之認識和體會；

2. 提升參加者的社交和溝通能力。

內容： 認識有機耕種、農耕體驗、烹調午膳、製作環保DIY等。

日期： 2/12/2017（六） 費用： $ 80

時間： 10:00 - 16:30 名額： 20人

地點： 無國界義工訓練營暨有機農莊（待定）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對象： 6 - 10歲兒童 查詢： 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備註： 如活動內容及地點等有任何更改，將另行通知。

活動編號：
G1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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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得喜 — 攀石班
目的： 1. 改善四肢的協調能力、肌力及反應力，加強身體的靈活性；

2. 從攀石經驗中培養勇於嘗試的精神，提升專注力及建立自信心；

3. 透過運動減輕壓力，同時啟發潛能和興趣。

內容： 由導師教授攀石技巧、攀石挑戰任務等。

日期： 2017年9月至12月　隔星期四、共8堂（暫定）

時間： 晚上7:30 - 9:00 名額： 10人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3樓攀石牆 報名： 有興趣之參加者須先致電彭姑娘

留位，待確認後才繳交費用。對象： 6 - 12歲已評估具特別學習需要之兒童

費用： $ 120 查詢： 2655 7507　彭詠欣姑娘

備註： 1. 如活動日期、時間、堂數等詳情有任何更改，將另行通知；

2. 參加者須提交評估之相關證明文件。

活動編號：
G19063

小小舞「動」員
簡介： 跳舞除了是一種運動亦可以是一種社交活動，本活動除了讓小朋友學習

跳舞培養對舞蹈的興趣之外，讓培養與人相處和合作精神。藉此機會讓小孩

子伸展身體各部分及讓小孩子有機會接觸現在流行的舞蹈K-Pop和HIP HOP吧。

目的： 1. 訓練小孩子節拍感；

2. 增強自信心及合作精神；

3. 訓練小孩子的大小肌肉的靈活性和協調；

4. 提升孩子對舞蹈的興趣。

內容： 配合音樂教授一些簡單及基本K-Pop 和HIP HOP的舞步。

日期： 15/11、22/11、29/11、6/12、13/12（逢星期三，共5堂）

時間： 下午5:15 - 6:15 名額： 6人

地點： 社區中心503室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對象： 5 - 9歲兒童 查詢： 2655 7599　潘妙琼姑娘

費用： $ 250 備註： 參加者請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或輕鬆的服飾，自備水和毛巾。

活動編號：
G1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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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天地小館長同學會
簡介：「小館長」培訓計劃已實行超過5年，每年暑假均會推出「小館長」領袖培訓計劃，受訓

練的兒童已超過100人。這個同學會成立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平台以連結這班社區小領

袖，希望除了暑假外，亦能夠讓他們與組員相處，共同參與、體驗及策劃社區活動。

內容： 小組聚會及討論（策劃義工服務）

外出參觀/ 視察 （增加對社區的了解）

義工服務（推行計劃項目）

日期： 小組聚會及討論：10/2017至12/2017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進行例會）

外出參觀/視察及義工服務：因應組員討論及方向而待定

時間： 上午11:00 - 中午12:30 費用： 全免

地點： 社區中心207室 名額： 不限

對象： 小學組：8 - 12歲兒童

（必須曾經參與小館長領袖培訓計劃）

報名： 本中心2樓詢問處

查詢： 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Frisbee）

仁愛堂社區中心所舉辦的功課輔導班，不單是協助學生解決功上

的困難，我們更著重學生的身心發展，故本中心亦會同時提供培

育個人性格成長及家長輔導服務，務求使學生於個人成長方面得到良好的發展。

小學組 (以功課輔導為主)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堂數
收費

一般

學生

半額學校

書簿津貼學生

綜援、全額學校

書簿津貼學生

小一至小四學生

（每組約7 - 8人）
每月開班，

逢星期一至

星期五上課，

公眾假期除外

4:00p.m - 6:00p.m 

6:00p.m - 8:00p.m
共20堂 $ 740 $ 680 $ 600

小五至小六學生

（每組約7 - 8人）

4:00p.m - 6:00p.m 

6:00p.m - 8:00p.m
共20堂 $ 820 $ 740 $ 640

報名程序： 報名可以到五樓詢問處索取及交回報名表

格，經負責同工個別約見及評估後，並根據

其需要性和報名時間作留位次序安排。

報名地點：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

社區及體育中心五樓詢問處

查　　詢：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服務內容
1. 功課輔導　由經驗導師以6至8人小組進　行，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課。

2. 家長會　透過定期舉辦家長會及小組，讓家長

間能分享教育子女的心得及定期評估功輔班的

表現，促進學生、家長和導師的溝通。

3. 個人成長系列

小　　組：每學期舉辦一次（免費參與）。

戶外活動：每學期舉辦一至兩次（優惠價參與）社
工面談：全年不定期舉行（免費參與）。

義工訓練及服務：全年不定期舉行（免費參與）

4. 親子活動　每年2次親子活動，促進親子關係

（優惠價參與）。

5. 獎勵計劃　每2個月1次，學生可以指定印仔數

量換取禮物，藉此鼓勵學生積極學習。

目的
1. 處理學生日常功課上的難題，並能幫助學生

溫習默書、測驗及考試；

2. 透過定期舉辦家長會及小組，讓家長間能分

享教育子女的心得及定期評估功輔班的表

現，促進學生、家長和導師的溝通；

3. 提供適當的輔導服務給予家長、學生及導師；

4. 提供成長小組，培養品格的發展。

服務對象
 主要提供給有需要的人仕，如單親、雙職家

庭、家庭經濟困難和缺乏照顧者為先 (須提供

相關文件)。

上課時間

「同學同樂」，是「一同學習」，更是「一同分享快樂」。

「同學同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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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活動

不一樣的南亞體驗
簡介： 有沒有想過可以化身為少數族裔一天，穿著他們獨有的民族特色衣服，並

行逛他們常去的地方、商店，走到他們的餐店裡吃飯，挑選地道的菜式，

與少數族裔朋友交談，搜集有趣的故事，再以攝影方法記錄下來。

這個體驗活動希望讓參加者易地而處，以另一角度去感受平日少數族裔在港生活的情

況，並於活動完結後展示其體驗後感，讓社區人士加深認識。

目的： 提升參加者對少數族裔人士生活處境的認識。

內容： 變身行動：由少數族裔青年為參加者裝扮

體驗遊戲：參加者需要到指定的地方完成任務

攝影記錄：以拍攝的方式記錄其體驗心情

簡介會 體驗日

日期： 21/10/2017（星期六） 29/10/2017（星期日）

時間： 上午11:30 - 下午1:00 下午2:00 - 5:00

地點： 207室 屯門區

對象： 13歲以上青少年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費用： $ 50（包括租用服裝及小食費用） 查詢： 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名額： 10人 備註： 參加者必須出席簡介會。

活動編號：
G19066

MUSHAKE BAND — 樂隊成員招募
簡介： 音樂的感染能力很強，能夠打破語言的限制及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透過一同夾

Band，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平台來拉近不同種族人士的距離，從而促進彼此關係，一同

唱好音樂，並宣揚音樂大同的精神。

歡迎掌握基本樂器彈奏技巧的你來加入我們！現招募主音、電結他手、低音電結他

手、鍵盤、鼓手！若你擁有其他音樂技能，亦歡迎查詢或加入。

目的： 1. 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心；

2.  提升參加者與人溝通及合作的技巧。

內容： 樂隊練習（若學習情況理想，將會安排公開表演及演出彩排）。

日期： 10/2017至12/2017（逢星期六/星期日）

時間： 星期六：晚上7:00 - 9:00　或

星期日：下午1:00 - 3:00

名額： 不限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

地點： 本中心207室 查詢： 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對象： 13歲或以上華裔及南亞裔青少年 備註： 參加者需要自備樂器（如有需要，中心

亦有樂器可供練習借用）。費用：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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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HUNTER 城市獵人
簡介： 居住在屯門或元朗的你，對這些地方認識又有多少呢?!

每天我們都過著忙碌的生活，步伐走得多麼的快，分分鐘會忽略了身
邊一些不起眼的地方。

目的： 1. 提升參加者觀察力和解難能力；　2.  提升參加者的合作精神。

內容： 遊覽屯門或元朗，與其他參加者一起完成任務。

任務地點： 屯門區 元朗區

日期： 2/12/2017（星期六） 9/12/2017（星期六）

時間： 中午12:30 - 下午5:30 中午12:30 - 下午5:30

名額： 10人 10人

費用： $ 50 $ 50

對象： 10 - 16歲青少年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集合地點： 本中心507 - 508室 查詢： 2655 7507　潘妙琼姑娘

備註： 參加者請穿著輕便服飾和攜帶書包或袋子，自備水和蚊怕水。

活動編號：
G19067

活動編號：
G19092

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 ( 教育局資助 )
簡介： 初來報到、人生路不熟、朋友不多、上課聽不明老師的講解、在家又不懂做功課…面

對這樣的情況，可以找我們協助！

目的： 協助新來港學童適應香港教育制度及社會環境，以增強英語能力及擴闊社交圈子。

內容： 1. 社會適應：了解兩地文化，認識社區等；
2. 個人適應：人際關係、情緒處理技巧、自我形象及自信提升等；
3. 學習適應：基本英語及日常英語、學習態度及技巧等。

對象： 6至18歲由國內來港不足一年之學童 名額： 10人

日期： 全年進行 費用： 全免

時間： 晚上6:30 - 8:30 報名： 帶備學童之通行證（單程證）親臨屯門
啟民徑18號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

查詢： 2655 7565　何家其先生

舞出自我@4T Project
簡介： 課堂主要分基本練習和舞蹈編排兩部份，基本練習包括熱身, 拉筋和教授

基本動作，另一方面會由導師因參加者能力作決定編排舞蹈。

目的： 1. 增強青年人的自信心和協調性；　2.  培養青年人與人溝通的習慣，擴闊社交圈子；
3. 增強青年人明白合作精神的重要性。

內容： 1. 聆聽音樂配合街舞的舞步，舞種主要以HIP HOP為主；
2. 參加者有機會在台上演出或參加比賽。

日期： 7/10、14/10、21/10、4/11、18/11、25/11、16/12、30/12、6/1/2018（逢星期六，共9堂）

時間： 下午4:00 - 5:30 查詢： 2655 7507　潘妙琼姑娘

地點： 社區中心503室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青年
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屯門區
青年活動委員會」贊助和支持；

2. 參加者請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或輕鬆的服飾，自
備水和毛巾。

對象： 10 - 17歲參加者

費用： $ 280

名額： 10人

報名： 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4T 是由 Tuen Mun，Teenage，Talent，The Dream的4個T組成。
希望喚醒青年人，人生不只是因為讀書和工作，為自己感興趣的事而努力亦是一
件了不起和值得驕傲的事，而且為青年人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發揮才能，表現他
們最自信一面。
如果年青人你有什麼興趣想學或者有什麼一技之長亦都可以告訴我！不要怕醜喲 ! 

P
r o j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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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
G19089



無伴奏合唱團@4T Project
簡介：「無伴奏合唱」是一種音樂藝術中獨特的合唱方法，即純人聲合唱並非真的

無伴奏，它只是"無樂器"或"無背景音樂"而已，這些音樂來自人的聲音，

如低音、和音、人聲敲擊等，就是伴奏。有興趣就來報名吧!!!

目的： 1. 訓練團隊合作精神及默契；　2.  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心；　3.  培養參加者對唱歌的興趣。

內容： 由專業導師教授基本無伴奏合唱的知識及方法。

日期： 26/10、2/11、9/11、16/11、23/11、30/11、7/12、14/12、21/12、28/12 

(逢星期四，共10堂)

時間： 17:15 - 18:30 查詢： 2655 7507　潘妙琼姑娘

地點： 本中心 備註： 1. .此活動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贊助和支持；

2. 參加者請自備食水。

對象： 8 - 12歲參加者

費用： $ 290

名額： 10人

報名： 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活動編號：
G19090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The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

簡　　介：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前身為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簡稱AYP）於1961年成立，是
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協會成員之一。獎勵計劃擁有一套國際性的嘉許制度，讓14
至24歲的年青人透過完成章級要求，培養勇於挑戰及堅毅的精神。
本計劃設有五科活動，分別是服務科、野外鍛鍊科、技能科、團體生活科及康樂
體育科。透過不同餘暇活動及義工服務，青年人能挑戰自我，從中學習瞭解個人
潛能和取得成功感。

參加方法： 年屆14-24歲之仁愛堂中心會員，帶同相片2張及港幣$35，	親臨本中心五樓詢
問處填表及購買獎勵計劃的考章紀錄簿。
**（綜援家庭的青少年可以$15購買考章紀錄簿）

中心地址：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五樓
查　　詢： 2655	7522　吳慧儀姑娘（電郵：cherry.ng@yot.org.hk）

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電郵：daisy.mak@yot.org.hk）

五科活動　各章級參加者必須完成以下四個科別及達到要求。
金章級 銅章級 銀章級 金章級

要求	 14	歲或以上 15	歲或以上 16	歲或以上

服務科 最少15小時，	
不少於3個月進行

最少30小時，	
不少於6個月進行

最少100小時，	
不少於12個月進行

野外鍛鍊科 兩日一夜 三日兩夜 四日三夜

技能科 最少6個月
最少12個月	

（已完成銅章級技能科
可減至6個月）

最少18個月
（已完成銀章級技能科
可減至12個月）

康樂體育科 24分 30分 36分
團體生活科* — — 連續外宿五日四夜
*	團體生活科（只限金章級）

社區中心青少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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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香港紅十字青少年是國際紅十字運動的一份子，是以
保護生命和健康、熱心服務社群及實踐人道精神為己
任。少年團及青年團是以制服模式運作，透過進階式
的活動循序漸進地培育團員以保護生命和健康、熱心
服務社群及實踐人道精神為己任的生活態度，並裝備
團員的領袖才能、醫護知識、紀律及服務技巧，以能
夠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優質及多元化的社區服務。

目　　的： 透過群體生活、技能和領袖訓練，有助青少年善用餘
暇、建立責任感和自信心，促進個人的成長及發揮才
能，願意以行動實踐人類互相扶持的精神。

活動內容： 訓練課程包括急救、護理、防火、輕型拯救、手語、
衛生健康教育、步操訓練和社區照顧服務。團員更有
機會參與海外青少年交流活動。

報名方法： 申請表格可於本中心五樓詢問處索取及中心網頁
（http://www.cc.yot.org.hk）下載，待負責職員收到申
請表後，於一星期內約見申請者進行個別/小組面試。

集會時間： 隔星期六下午3:00	-	5:00進行，平均每月2次集會
對　　象： 少年團8歲 -11歲 青年團12 - 17歲
名　　額： 1	0人 20人
報　　名： 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　　詢： 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	2655	7520　盧美煥姑娘

香港紅十字會少年團
第一百三十一團 / 青年團

（附屬於仁愛堂社區中心）

– 招募團員 –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看不見的生活

簡介：“黑麻麻”的環境下，你會如何安排你的生活？假若我們不再依靠眼
睛去生活，日子又會變成怎樣？想邊玩邊了解，快來參加＜看不見
的生活＞體驗。

目的： 1. 讓青少年加深對視障人士的認識及了解；
2. 提升青少年參加者的同理心，及提升對社會上不同能力人士的

尊重。

內容： 透過參觀<黑暗中對話>，讓青少年參加者有機會了解視障人士的生活。

日期： 7/10/2017（六） 名額： 20人

時間： 13:00 - 17:00（暫定） 報名
及
查詢：

2655 7520
王雅文姑娘（Amanda）
Whatsapp：5632 7303
電郵：amanda.wong@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

地點： 九龍美孚景荔徑8號盈暉薈
2樓215室黑暗中對話體驗館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費用： 全免

『設計思考 •初體驗』工作坊
簡介： 基於對創新的渴望，所有人紛紛在談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拋棄繁複高深的

理論，「設計思考」就是以人為本去解決問題的方法論。

運用從目標對象觀點出發，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產品與服務。

目的： 青少年加深對設計思考的認識及了解。

內容： 工作坊裡，每位參加者將會被安排一個挑戰， 學習透過『設計思考』的方法，與其他參
加者互相合作， 在90分鐘裡歷程，為指定目標對象設計出一個滿足對方需要的產品或
服務。

日期： 25/11/2017（六） 費用： 全免

時間： 14:00 - 16:00 名額： 20人

地點： 屯門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4樓，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報名
及
查詢：

2655 7520　張劍國先生（Kim）
電郵：kim.cheung@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世事都被你看透 .game
簡介： 你或許有玩過電腦版的模擬市民遊戲，真人版你又試過未？今次由青年夢工場為你度

身訂造一個2017年的真人版給你玩！

目的： 透過以現今社會議題作題材的遊戲，過程中提升青少年的時事觸覺。

內容： 模擬人生遊戲 費用： 全免

日期： 28/12/2017（四） 名額： 10人

時間： 12:00 - 16:00 報名

及

查詢：

2655 7520　王雅文姑娘（Amanda）
Whatsapp：5632 7303
電郵：amanda.wong@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

地點： 屯門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4樓，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體驗
活動

體驗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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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主題晚會
簡介： 浪漫的聖誕佳節，當然是盛裝打扮，認識新朋友的大日子啦。在輕鬆的環境中，與新

朋友互相交流及認識，談笑風生。

目的： 讓青年透過晚會，認識新朋友及交流各自的興趣和技能。

內容： 青年聚會。 費用： 全免

日期： 23/12/2017（六） 名額： 20人

時間： 19:00 - 22:00 報名
及
查詢：

彭小敏姑娘
Whatsapp：5632 7322
電郵：jessie.pang@yot.org.hk
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四樓，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地點： 屯門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四樓，屯門區
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社區實驗 — 『公共空間』
簡介： 當香港的公共空間使用日漸被限制及局限，淪為只能行行企企的地方，失去了社區多

樣性，城市的活力也被抽空。

當空間的使用連想像也失去時，習以為常就變成視而不見的原因。

社區實驗的設立，是為了帶出不一樣的可能，讓街坊都能夠一同感受公共空間的多樣

性及正面影響。

目的： 1. 加深青少年；

2.  公共空間的認識及了解；

3.  增加青少年對社區參與的想像。

內容： 在屯門不同公共空間設立臨時實驗室，與其他參加者共同「觀察公共空間使用，參加

者嘗試在該處「試驗不同的使用方式，得出不同管理及其他使用者間互動的「結果」。

日期： 30/12/2017（六） 費用： 全免

時間： 14:00 - 18:00 名額： 12人

地點： 屯門 報名及

查詢：

2655 7520　張劍國先生（Kim）

電郵：kim.cheung@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聖誕不許你注定一人
簡介： 年年佳節上高登，不如今年俾個機會自己，化悲憤為力量，在街頭與街坊們分享聖誕節喜悅。

目的： 1. 拉近參加者與社區的距離；

2.  增加參加者與街坊分享的經驗。

內容： 夢工場會預先從不同途徑找出各參加者將會分享的對象。活動當日，參加者一開始會獲派

一件物件。參加者需要在社區與不同街坊以物易物，過程中除了換取合適禮物外，更會不

斷累積街坊與分享對象的說話。最後參加者作為代表將禮物送予分享對象，在佳節傳揚愛。

日期： 23/12/2017（六） 費用： 全免

時間： 14:00 - 18:00 名額： 12人

地點： 屯門 報名及

查詢：

2655 7520　張劍國先生（Kim）

電郵：kim.cheung@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社區中心 青少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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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精選 — 傳說中的廢校故事
簡介： 在屯門某處存在著一座荒廢多年的廢校舍。

想踏足這座荒蕪的校舍，聆聽關於它的傳說，請帶齊你的膽量與好奇心，展開這次探

索之旅。

目的： 讓青年透過導賞，認識屯門歷史，提升對閒置土地的關注。

內容： 慢慢地走進廢校，靜靜地聆聽關於她的故事，大膽地說出你心中所想。

日期： 16/09/2017（六） 名額： 20人

時間： 14:00 - 17:30 報名

及

查詢： 

彭小敏姑娘

Whatsapp：5632 7322

電郵：jessie.pang@yot.org.hk

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四樓，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地點： 屯門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費用： 免費

十月踏步 — 水塘樂悠悠
簡介： 每日行走於繁忙的都市中，穿梭於目無表情的高樓大廈中，誰又會記起青山綠水的模樣及氣

味？想讓自己與大自然來個擁抱，想讓自己來一個盡情的放空，讓我們一起踏出這一步吧！

目的： 讓青年透過導賞，認識大自然與人文的關係。

導賞

路線：

達德書院舊址➠鄉師自然學校➠屯門徑二段及若夢園➠藍地水塘➠藍地大街➠

藍地農墟。

日期： 22/10/2017（日） 名額： 20人

時間： 14:00 - 17:30 報名

及

查詢： 

彭小敏姑娘

Whatsapp：5632 7322

電郵：jessie.pang@yot.org.hk

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四樓，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地點： 屯門區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費用： 免費

十一月浪漫 — 單車漫遊屯門河
簡介： 相約三五知己，騎著單車漫步於屯門河旁。在秋風的相伴下，左望望，右望望，細看

屯門的景色，聆聽這個地方的聲音。

目的： 讓青年透過導賞，提升青年對屯門區內單車設施的關注。

導賞

路線：

湖山遊樂場➠中山公園及紅樓➠屯門碼頭➠龍門居（休息站）➠新生農社➠澤豐花園。

日期： 18/11/2017（六） 名額： 20人

時間： 14:00 - 17:30 報名

及

查詢： 

彭小敏姑娘

Whatsapp：5632 7322

電郵：jessie.pang@yot.org.hk

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四樓，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地點： 屯門區內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費用： 免費

屯門區名山古剎林立，漁農工商俱宜，鄉鎮歷史悠來久遠。

近年因急促城市發展衍生出許多內在矛盾，構成屯門區獨有的社區人文景貌。

我們嘗試結連各個有趣地點，每月推出一條導賞路線，

讓大家可以從不同方面去認識我們的屯門。

屯們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將舉辦一系列導賞活動，活動資料如下：

社區中心青少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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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韻味 — 圍村足跡
簡介： 獨特的圍村風貌在城市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格外珍貴，當中的文化蘊含著悠久的歷史及

智慧，想進一步掀開圍村的面紗，就讓我們一起探索啦！

目的： 讓青年透過導賞，認識圍村文化。

導賞

路線：

製作茶果➠陶氏宗祠➠忠義堂➠三聖宮➠花炮會➠屯子圍➠青磚圍➠

再回忠義堂休息➠品嘗茶果。

日期： 16/12/2017（六） 名額： 20人

時間： 14:00 - 17:30 報名

及

查詢： 

彭小敏姑娘

Whatsapp：5632 7322

電郵：jessie.pang@yot.org.hk

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四樓，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地點： 屯門屯子圍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費用： 免費

興趣
小組

興趣
小組 夢工場桌遊部落

簡介： 不少人現在都會與朋友去咖啡店玩桌上遊戲，青年夢工場與桌遊
出版商合作，定期引入最新最熱門的桌遊，歡迎與一大班朋友前
來夢工場遊玩，亦可以與夢工場同事學習切磋一番。

目的： 讓青年透過桌遊活動，認識新朋友及培養個人興趣。

內容： 於青年夢工場進行桌遊活動，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擴闊社交圈子之外，

更可以培養個人興趣及了解桌遊這行業的發展。

日期： 07/10/2017 - 23/12/2017 
（逢星期六）

費用： 全免

名額： 20人

時間： 14:30 - 17:30 報名
及
查詢：

彭小敏姑娘

Whatsapp：5632 7322

電郵：jessie.pang@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

地點： 屯門井財街/屯門區議會

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籃球同好會

簡介：
籃球是一種講求技術,體能,意志以及團體合作的運動,我們會教授基本籃球技巧及基礎體能

訓練,進行比賽,從而經歷籃球帶來的樂趣。歡迎對此有興趣的你!!

目的： 1. 增加參加者對自我的認識；

2. 增加參加者團隊精神；

3. 讓參加者在社區認識熱愛籃球的朋友。

內容： 教導籃球基礎動作，練習內容包括：傳球、運球、射球等基本動作，同時亦會進行小

型比賽，比賽結束後會進行交流，從而互相學習。定期舉行社區籃球比賽，透過與不

同的對手交流，增加自身的籃球經歷。

日期： 8/10/2017 - 31/12/2017(逢星期日) 報名

及

查詢：

2655 7520　黎皓崗先生

電郵：ken.lai@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
時間： 18:30 - 20:30

地點： 屯門獅子會籃球場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備註： 1. 如當日是公眾假期，活動取消一次而不

另作通知；

2. 請穿著合適的運動服裝及帶備足夠食水。
費用： 全免

名額： 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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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甜品社區 FUN享工作坊
簡介： 想跟朋友一起免費享受製作節日甜品的樂趣，完成後又可以將一部分成品分享給社區

人士，實行大家齊齊開心，齊齊分FUN。

目的： 1. 體驗手作生活的樂趣；　2.  體驗平等分享的意義。

內容： 製作萬聖節應節甜品 製作聖誕節應節甜品

日期： 29/10/2017（日）（暫定） 17/12/2017（日）（暫定）

時間： 14:30 - 17:30 名額： 10人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10室 報名及

查詢：

2655 7520　王雅文姑娘（Amanda）
Whatsapp：5632 7303
電郵：amanda.wong@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費用： 全免

天然護膚品製作工作坊
簡介： 市面上的很多護膚品也大多有化學成份，故此不如自製天然護膚品，實行自然的由內

健康靚到外，齊齊學習製作天然護膚品。而且參加者製作屬於自己的成品外，更邀請

參加者另外製作多一套，分享予社區上有需要的人士，實行平等分享。

目的： 1. 讓青少年體驗綠色生活；　2.  體驗平等分享的意義。

內容： 製作天然護膚品，在自己享用成品之餘，亦分享給社區上有需要的人。

日期： 18/11/2017（六）（暫定)

時間： 14:30 - 16:30 名額： 15人

地點： 屯門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4樓，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報名及

查詢：

2655 7520　王雅文姑娘（Amanda）

Whatsapp：5632 7303

電郵：amanda.wong@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費用： 全免

一級運動攀登證書課程
簡介： 攀登訓練學習良好的生活態度，學習在攀登過程的知識及技術，過程中可以增加青少

年對攀登活動的興趣，攀登亦是一個有益身心的活動及職志發展。

目的： 讓青年透過運動攀登，培養個人興趣及職志發展，回饋社會。

內容： 計劃挑選二十位對攀登、社區服務有興趣的青少年，接受理論及實習的課堂，考取專

業資格，推動社區運動及健康生活。

日期： 理論課：14/10/2017（六） 實習課：15/10/2017（日）

時間： 論　課：09:30 - 12:30 實習課：09:00 - 17:00

地點： 理　論：屯門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4樓 實　習：待定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費用： 全免

名額： 20人

報名

及

查詢：

王雅文姑娘

Whatsapp：5632 7303

電郵：amanda.wong@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

備註： 1. 全數出席活動並符合教練要求的參加者將會 

獲得一級運動攀登證書；

2. 參加者需自行負責活動交通費用及證書費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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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夢工場是由

屯門區議會批出

「屯門區重點項目計

劃」推動青少年發展項目。計

劃目的是讓有想法的青少年，

以「創新」的方式，將對社會產生

影響力的社會創新計劃付諸行動。

計劃聚焦在屯門區內不同的社會議題，希

望在青年職志發展、人口老齡化、少數族

裔、環境、藝術及社區文化保育等屯門社

區議題上注入青年想法，讓青年人及社區

人士共建可持續發展的屯門區。

青年夢工場
簡介青年夢工場
簡介

二級運動攀登證書課程
簡介： 經歷過一級運動攀登課程的各位，為了讓大家可以更上一層樓，我們安排

了二級證書課程，務求讓有興趣發展的青年能夠更深入了解這項運動及生

涯發展。其次亦希望將所學回饋於社區之中，協助推行社區攀登活動，帶領區

內親子及長者群組進行攀登活動，創造更多彼此相處的契機，推動社區共融。

目的： 讓青年透過運動攀登，培養個人興趣及職志發展，回饋社會。

內容： 計劃挑選十二位對攀登、社區服務有興趣的青少年，接受理論及實習的課堂，期間由專

業合資格的運動攀登導師帶領，社工與各參加者共同籌備社區服務內容及檢討個人成長。

日期： 培　　訓：11/11/2017、18/11/2017、25/11/2017、2/12/2017(六)

社區服務：2017年10月（待定）

時間： 培　　訓： 10:00 - 18:00 名額： 12人

地點： 培訓及社區服務：待定 報名

及

查詢：

王雅文姑娘　Whatsapp：5632 7303

電郵：amanda.wong@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費用： $ 120

備註： 活動鳴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全數出席活動並符合教練要求的參加者將會獲得二級運動攀登証

書；參加者必須已考取一級運動攀登課程；參加者需自行負責活動交通費用及証書費用（$ 

50）。

萬聖 ! 真人推理遊戲 !
簡介： 你即將參加一場真人角色扮演遊戲。在即將到來的萬聖節，我們為你準備了一個曲折

離奇的故事！我知道你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與不同朋友前來破解啦！

目的： 增加參加者間的認識及了解。

內容： 活動期間，你將會扮演劇本裡的某個角色，需要在遊戲扮演出他的性格和說話特徵。

遊戲是尋找線索和角色扮演的混合式偵探遊戲，你是其中一名演員，同時也可能是遊

戲中的偵探、嫌疑人、證人、犯人），來進行你的調查，揭穿劇本背後的真相。

日期： 29/10/2017（日）

時間： 18:00 - 22:00 名額： 10人

地點： 屯門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4樓 報名

及

查詢：

張劍國先生　Whatsapp：5633 0732

電郵：kim.cheung@yot.org.hk

仁愛堂社區中心2樓詢問處
對象： 15 - 29歲青少年

費用： 全免

活動編號：
G1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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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組小小 組

活 動活 動

手藝達人
目的： 擴濶同路人的支援網絡、發揮參加者的手藝才能、提升能力及技能,邁向

經濟自主。

內容： 皮革工坊 — 學習各類皮革製作技巧，製作皮革成品，安排機會售賣作品，   

增加經濟收入。

日期： 10/10/2017 - 12/12/2017（逢星期二,共10節）

時間： 上午9:45 - 中午11:45 名額： 8人

地點： 本中心 報名： 請往本中心五樓詢問處

對象： 有皮革技巧基礎之單親婦女 查詢： 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費用： $ 50 備註： 此小組與本地設計師及香港皮業商會合

作， 提供外發兼職機會。

翩翩舞動
簡介： 舞蹈是一種運動，有助強身健體，除了有助個人減壓，亦可拉近人與人 

距離，增加歡愉的正能量。

目的： 1. 婦女日常面對很多生活壓力，透過舞蹈來舒減壓力，亦可認識多些新朋友， 

擴闊生活空間及人際網絡；

2. 提供義工服務機會予社區人士發揮才能。

內容： 學習優美的民族排排舞，以舞蹈鍛鍊身體的柔軟度及靈活性；以表演作為義工服務，

參與社區舞蹈表演，帶歡樂給街坊。

日期： 9/10/2017 - 11/12/2017（逢星期一， 共10節）

時間： 晚上6:30 - 8:30 名額： 15人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502 - 503室 報名： 請往本中心五樓詢問處

對象： 屯門區婦女 查詢： 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費用： $ 180 備註： 請穿運動鞋或跳舞鞋。

關愛無限義工小組 
簡介： 你對長者認識有幾多？他們的需要是甚麼？現時的退休保障能否照顧 

長者的生活呢？

目的： 推動婦女透過探訪，接觸不同類別的長者，除了向長者表達關愛訊息，建立 

有情社區；由設身處地感受他們的處境及需要，探討香港的居家安老政策有否改善的

需要。

內容： 義工培訓 ：認識長者的心理及生理需要、探訪及面談技巧訓練、學習推輪椅及長者操；

關懷行動：到訪不同長者單位，進行義工服務，傳遞關懷訊息；

長者政策檢視：由個人層面推展至社會的全民退休保障政策。

日期： 8/9/2017 - 22/12/2017（逢星期五）共15節 費用： $ 40（包探訪車費）

時間： 上午9:45 - 11:45 名額： 12人

地點： 屯門及元朗區 報名： 請往本中心五樓詢問處

對象： 有興趣服務長者的婦女 查詢： 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活動編號：
G19069

活動編號：
G19070

活動編號：
G1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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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田園義工組
目的： 1. 提升種植及綠色生活的知識；

2.  推廣綠色生活的文化。

內容： 1. 認識各類香草及種植知識；

2.  認識各類香草的功效；

3. 身體力行體驗種植的樂趣; 

4.  每月在社區協助舉行「植物急救站及交換互動平台」。

對象： 有興趣的社區人士（單親家長優先）

日期： 9/10 - 28/12/2017（逢星期一及四）

時間： 上午9:45 - 中午11:45

費用： 全免

地點： 本中心

名額： 12人

報名： 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備註： 逢星期一往本中心天台體驗種植，星期四在室內學習種植知識。

皮藝坊 — 手作工作坊 A
簡介： 好想試下玩皮革? 「皮藝坊」將會舉辦皮革手作工作坊，俾大家都可以體驗

一下「自家制」、「DIY」的樂趣。

消費主義、物資主義氾濫，人們為追求潮流，即使物品完整無缺，也會很快被 

「新品」取代。活動希望參加者在製作的過程內，反思消費態度，學習及明白物品背後

的意義。

目的： 1. 提升參加者對「DIY」的認識，從而學習支持本地手作文化；

2. 讓參加者反思「消費主義、物資主義」的影響。

內容： 皮革匙包手工製作。

日期： 24/10/2017（二） 費用： $ 150

時間： 上午9:30 - 中午12:00 報名： 請往本中心五樓詢問處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8室 查詢：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對象： 屯門區人士 備註： 1. 此活動由「皮藝坊」成員負責；

2. 費用已包括導師費和活動物資。名額： 8人

DIY 家長小組
簡介： 有無想過自己動手為小朋友準備一個開心既萬聖節呢?

目的： 1. 提升參加者對「DIY」的認識，從而學習支持本地手作文化；

2. 讓參加者反思「消費主義、物資主義」的影響。

內容： 曲奇製作、蛋糕製作、車逢小物等。

學習日 籌備日 活動日

日期： 20/9/2017 - 10/10/2017 (二) 17/10-2018 - 24/10/2017 (二) 29/10/2017 (日)

時間： 上午9:30 - 11:30 下午3:00 - 4:3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對象： 屯門區人士 查詢： 2655 7564　羅蕙敏姑娘

名額： 10名 備註： 1. 此活動由「蘇家莊」負責；

2. 費用已包括導師費和活動物資。費用： $ 200 / $ 150（B.A.B.O.童學會會員家長）

活動編號：
G19072

活動編號：
G1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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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動物冰皮月餅
簡介： 中秋節食冰皮月餅廣受年輕人歡迎，但價錢昂貴仲有防腐劑。不如諗吓自

己動手學做一款屬於自己口味的冰皮月餅，製作簡單，概有滿足感又健康。

目的： 在學習過程中，提升參加者對烹飪的興趣。

內容： 導師示範製作四款不同口味的冰皮月餅。 費用： $ 90 (包工具及材料)

日期： 3/10/2017（二） 名額： 8人

時間： 下午2:00 - 4:00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10室 查詢： 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對象： 社區人士 備註︰ 參加者請自備食物盒

招募 Animal Friendly義工
簡介： 香港寸金尺土，但不減香港人對飼養寵物的熱情。有些人飼養寵物是為了培養小朋友

的愛心及責任感，對於上了年紀的人士來說，寵物可能成為他們心靈上的寄託。現今

世界各地，越來越多人漸漸開始帶同寵物一同加入義工行列，狗隻、貓隻、小白兔等

寵物，都搖身一變成為主人的好拍檔，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

我們好歡迎你和你的寵物加入Animal Friendly義工組，共同籌劃各式各樣的義工服

務，發揮人和動物有愛小社區。

目的： 參加者和其寵物為社區人士灌輸生命教育和尊重生命的重要信息。

內容： 1.  義工面試；

2.  義工服務技巧及訓練；

3.  服務/活動策劃； 

4.  服務實踐

日期： 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五

時間： 晚上7:30 - 8:30

地點： 社區中心五樓501室

費用： 免費

名額： 不限

查詢及

報名：

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對象： 18歲以上人士現時有飼養寵物 

（正面的方法處理寵物的問題行為，認同服務目標，具服務熱誠）

活動編號：
G19074

“惜”物聖誕大換轉
簡介： 聖誕節派對交換禮物是例牌遊戲，年年買來『唔等使』的東西放滿屋企，不如今年試

下以物換物，可能有新的驚喜。

交換類別：飾物、玩具、文具、袋（九成/全新）。

目的： 透過參與以物易物的過程，提醒參加者對購物的心態作出反思及更環保。

內容： 活動當日每位參加者必須預備”換物”進行交換。

收集禮物 換取禮物

日期： 14/11 - 30/11/2017 6/12、13/12及20/12/2017（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5:00 上午10:00 - 下午6:0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10室 名額： 不限

對象： 社區惜物人士 報名： 2655 7544　麥婉婷姑娘

費用：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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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享天地 — 乳木果手工皂
簡介： 手工皂在製作過程採低溫冷製法，製作過程中會產生具高保濕度、親水性

的＂植物甘油＂，因此手工皂有極佳的保濕效果。手工皂因不含化學成份，

所以當手工皂與水接觸後會被細菌分解成水跟二氧化碳，因此流到河川中不會

造成污染，所以使用手工皂還可以為我們的環保盡分心力。

天然DIY的意義係咩?
1. 市面上產品大多過度包裝，因而些生很多不必要的廢物，因此我們動手自己製

作，用可再用的器皿以及不需要侈華包裝；

2. 用天然材料，不添加防腐劑，對自己及環境多一份愛護。

目的： 提升參加者對綠色生活的選擇。 名額： 16人

內容： 學習冷製手工皂所需材料及製作方

法，並親手製作約500g手工皂。

費用： $ 120（完成課堂每位參加者有500g手

工皂、ph試紙及皂袋2個）

日期： 7/11/2017（星期二）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時間： 上午10:00 - 中午12:30 查詢： 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9室 備註︰ 請自備2個細鮮奶盒、手套1對、保溫

袋1個。對象： 社區人士

FUN享天地 — 洗髮液體皂（洗髮水）
簡介： 越來越多有關市面的沐浴露和洗髮

水含致癌、致敏物，這些化學成份

是導致皮膚、頭皮乾燥痕癢原因

之，嚴重的可致皮膚炎。為家人健

康著想一起動手製作天然洗髮水。

天然DIY的意義係咩?
1. 市面上產品大多過度包裝，因

而些生很多不必要的廢物，因

此我們動手自己製作，用可再

用的器皿以及不需要侈華包裝；

2. 用天然材料，不添加防腐劑，對自己及環境多一份愛護。

目的： 提升參加者對綠色生活的選擇。 名額： 12人

內容： 學習冷製手工皂所需材料及製作方

法，並親手製作約500g手工皂。

費用： $ 120（完成課堂每位參加者有250g皂

坨、500ml已稀釋的液體皂）

日期： 21/11/2017（星期二）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時間： 上午10:00 - 中午12:30 查詢： 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9室 備註︰ 請自備1個不銹鋼兜、手套1對、保溫

袋1個、500ml空洗頭水樽1個。對象： 社區人士

活動編號：
G19075

‧源愛「屯」

愛•「屯」•源—愛惜我們的社區屯門及珍惜我們所擁有的資

源。我們相信透過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減少浪費，可使我

們的社區變得更美好及可持續發展。同時期望將關愛環境的

信息推廣出去。

我們誠意邀請大家與我們共建一個分享平台，大家一起分享

知識、經驗、物資及快樂，一同將綠色生活態度實踐出來。

活動編號：
G19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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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享天地 — 無患子環保酵素家事皂
簡介： 肥皂是由大自然植物油脂和鹼皂化而成 , 比化學合成的界面活性劑更具

洗淨效果，由於是純天然油脂製成，不必添加化學界面活性劑(防腐劑、

漂白劑及螢光劑等)，洗後衣物清潔且不殘留不刺激皮膚，而且肥皂水能被

大自然分解更不會對地球造成污染，能保護我們的地球也保護我們自身的健康。

家事皂用途︰洗衣服（可手洗嬰幼兒衣服）、洗碗碟及廚房用具.. . . . .

目的： 提升參加者對綠色生活的選擇。 名額： 16人

內容： 製作家事皂。 費用： $ 100（完成課堂每位參加者有500g 

手工皂、ph試紙及皂袋2個）日期： 12/12/2017（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09室 查詢： 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對象： 社區人士 備註︰ 請自備2個細鮮奶盒、手套1對。

「屯門柚 •派」 — 家長繪本工作坊
簡介： 你的孩子對閱讀有興趣嗎？你的孩子對周遭環境有感受嗎？如果

你對親子閱讀有興趣，亦想將書與環境結連讓孩子在多角度的

觀察與思考，歡迎你參與我們的工作坊。

目的： 1. 提升參加者對繪本的認識；　2.  提升參加者與社區連結。

內容： 1. 繪本認識；　2.  如何選書；　3.  共讀技巧；　4.  繪本主題設計及延展活動。

日期： 5/9/2017 - 26/9/2017（逢星期二） 費用： $ 80（出席率達75%獲雲姑娘精選繪本

乙本）時間： 上午 10:00 - 11:3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207室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對象： 家長 查詢： 2655 7543　雲錦玲姑娘

名額： 16人

「自己社區•自己環保」：識煮惜食•再生菜餘服務

簡介：

每天，屯門菜市場都會棄置許多看似無用的剩餘菜蔬，但經由【精通廚藝料理的

型爸靚媽】搖身一變成為➡【篩選揀菜的義工高手】後，【剩餘菜蔬】隨即瞬間被轉

化為➡【可食用蔬菜】，並可轉贈予珍惜食物的社區人士。

目的： 1. 鼓勵本區居民成為義工，增加對綠色服務的參與；

2. 減少資源浪費、減輕經濟支出、減緩堆填區負擔、建立綠色友愛社區。

內容： 回收食物、篩選整理、菜蔬饋贈、惜煮分享。

日期： 3/10/17 - 22/12/17 （星期一至五）（按公眾假期及義工調配時間休息）

時間： 義工人士：早上 09:30 - 11:30；　社區人士：早上 10:30 - 11:30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501室 名額： 16人

對象： 有興趣服務的社區人士；及

珍惜食物的社區人士

費用： 全免

查詢： 2655 7566　余先生

備註： 1. 請自備膠袋，名額有限，派完即止；

2. 有興趣成為義工的街坊好友，敬請與余先生聯絡，謝謝您。

活動編號：
G19077

活動編號：
G19078

個社區營造‧點」的活動系列
正所謂：「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社區發展服務隊強調「由下而上 • 居

民參與」的作法，經由社區內的協商討論，及對「人、物、地」等三大社區資源的再重

組，好讓那些「被忽視」的社區資產，得以轉化成為「為人所著重」的社區資產，共同滿

足居民生活需要之餘，最終發展更具「生命力」、「創意力」及「凝聚力」的屯門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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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社區•互助互學」：YO Magic 社區服務團

簡介：

一直以來言教易令人感覺沈悶，致使限制了社區教育訊息的傳遞。有見及此，本

活動幸獲【義務魔術總監 • 柏 SIR 及星亮 SIR】教授魔術技巧予➡【熱心關社的青少

年】，以此強化對社區教育訊息的表達能力。實踐「天生我才必有用」態度之餘，

貫徹「發揮長處互補長短」合作精神。

目的： 1. 善用社區人士的不同專長，彰顯社區互助的精神力量；

2. 增進參與者的自信、溝通能力，及對社會議題的關注；

3. 透過魔術表演與探訪等活動，喚起觀眾對不同社區議題的關注。

內容： 魔術學習、戲劇排練、時事熱話、探訪活動、關社表演。

日期： 6/10/17 - 22/12/17（五） 名額： 8人

時間： 晚上 7:00 - 9:00 查詢： 2655 7566　余先生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六樓606室 備註： 由 於 Yo Magic 為 非 一 般 的 魔 術 興 趣 小

組，故有興趣的青少年朋友，請直接與

余先生聯絡了解詳細內容，謝謝
對象： 有興趣的11至18歲青少年朋友

費用： 免費

「自己社區•攜手照顧」：大家遮@再生福利社

簡介：

暴風雨過後，街上總有許多被棄置的雨傘，但幸獲【精通手工藝的靚媽】搖身一

變成為➡【設計裁縫高手】後，【絲毫破損的雨傘】隨即改裝成為➡【再生的防水布

袋】，甚至可轉贈予有需要的人士使用。

目的： 1. 鼓勵社區人士發揮個人能力，集結智慧成為資源再增值的技術；

2. 讓無用的垃圾成為有用資源，減緩堆填區負擔並建立綠色社區。

內容： 回收雨傘、篩選拆線、設計打版、併合縫紉。

日期： 12/10/17- 21/12/17（四） 費用： 免費

時間： 下午 2:00 - 4:00 名額： 6人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507-508室 查詢： 2655 7566　余先生

對象： 有興趣的社區人士

「自己社區•資源重造」：漂流再生站

簡介：

屯門區內有全港最大的垃圾堆填區，垃圾與屯門區息息相關；另外，政府宣佈香

港最快在兩年後便會開展「垃圾徵費」，日後拋每一件垃圾都要付費。然而，部份

「垃圾」只要能去到合適的人手中，便有機會再次發光發熱，延續其生命及價值。

目的： 提升參加者對社區的關注及綠色文化的參與。

內容：「漂流再生站」是回收及轉贈的平台，每次都會有不同的主題，如嬰兒用品、學習

用品、衣服及玩具等，回收有用的物品及免費讓街坊取走，以延續「垃圾」的生

命，並向區民推廣惜物及轉贈的文化。

日期： 18/10/2017、15/11/2017、20/12/2017( 每月第三個星期三 )

時間： 上午 10 時 - 中午 12 時 名額： 不限

地點： 屯門仁愛堂社區中心底層

（健身室及中醫診所旁）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stephen.kam@yot.org.hk

對象： 社區人士 查詢： 2655 7563　甘根明先生

stephen.kam@yot.org.hk費用： 免費

02

03

04

社區中心 成人小組及活動
136



「自己社區•共享共造」：社區營造 @ 嚤囉山

簡介：

嚤囉山位於后角天后廟旁，工廠區內，屬於舊墟村，山上滿佈簡陋的鐵皮屋，大

部份都是寮屋，現時，約有一百戶左右的居民居住。山上道路崎嶇，設施有限，

蚊患嚴重，衛生一般，有很多環境設施需要改善。

目的： 促進居民社區參與，營造城鄉共存文化。

內容： 建立平台，讓生活在同一天空下的社群，大家協力參與，共享共造「嚤囉山」這片

工廠區內的生活空間，保存獨特的鄉村文化及資產。

日期： 恆常聚會：21/10/2017、17/11/2017、15/12/2017（星期五）

時間： 晚上 8:00 - 9:00 名額： 不限

地點： 屯門天后廟廣場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stephen.kam@yot.org.hk

對象： 社區人士 查詢： 2655 7563　甘根明先生

stephen.kam@yot.org.hk費用： 全免

「自己社區•安居營造」：屯門住屋關注團隊

簡介：

「安居」是市民最基本的需要，然而，很多基層市民仍需要居於劏房、板房及臨時

房屋等惡劣環境，並需要承擔昂貴的租金，你是否其中一位呢 ?

「屯門住屋關注團隊」由基層居民自發組成，歡迎懷有共同目標的租客參與，爭取

彼此的生活空間。

目的： 促進居民的社區參與，爭取彼此的生活空間。

內容： 建立平台，讓生活在同一天空下的基層租客共同參與，探討與房屋有關的題議及

政策，籍由具體的行動來爭取理想的生活空間。

日期： 9/10/2017、23/10/2017、13/11/2017、27/11/2017、11/12/2017

（每月第二個及第四個星期一）

時間： 下午 1:30 - 3:00 名額： 不限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509室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stephen.kam@yot.org.hk對象： 屯門區居民

費用： 全免 查詢： 2655 7563　甘根明先生

stephen.kam@yot.org.hk

「自己社區•消費革新」：良由集貨Goods Co-Share

簡介：

良由集貨 Goods Co-Share 是非牟利社會企業，藉由直購及集體分享，向基層家

庭提供可負擔的生活必需貨品，增加生活選擇。另外，推動改變現時預先包裝的

消費模式，向傳統糧油業的「營商古法」取經，散裝形式售賣貨品予街坊，抗衡大

資本連鎖式超市霸權式經營，同時，建立綠色生活文化，善用 / 循環再用盛載的

器皿 ( 膠樽、膠袋等 )，減少浪費及垃圾。

目的： 提升參加者的生活選擇，建立綠色文化。

內容： 以平價及散裝形式售賣米、食油及清潔用品等生活必需貨品。

日期： 16/8/2017、20/9/2017、18/10/2017、15/11/2017、20/12/2017(每月第三個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0 時 - 中午 12 時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stephen.kam@yot.org.hk地點： 屯門仁愛堂社區中心底層

(健身室及中醫診所旁) 查詢： 2655 7563　甘根明先生

stephen.kam@yot.org.hk對象： 屯門區居民

費用： 按購買貨品量收費 備註： 1. 購買者必須自攜盛載器皿（如膠袋及膠樽）；

2. 貨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名額：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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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社區•Runner-teer」：跑友義工

簡介：

Runner + Volunteer= Runner-teer 

以跑步者自己的方式去認識社區，連結各跑步者，尋找社區上剩餘的資源（如： 

食物、衣物），透過跑步傳遞到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手中。

目的： 個人層面：認識社區、鍛鍊體魄；　小組層面：以跑會友、建立網絡；

社會層面：以跑傳愛、改善社區。

日期： 6/10、20/10、3/11、17/11、1/12、15/12/2017（五）

對象： 12歲或以上對跑步有興趣之青少年

時間： 晚上 6:00 - 7:30 名額： 12位

地點： 屯門區 報名： 2655 7565　何家其先生（何 sir）/  kk.ho@yot.org.hk

費用： 全免 備註： 能跑畢3至5公里者為佳，參加者需量力而為。

「自己社區•球場起動」：我們的籃球場

簡介：

獅子會籃球場嘅特別之處：「消失的三分線」、「無水機、無汽水機」。唔想再係咁，

不如我地一齊拆掂佢。

目的： 1. 個人提升，籃球練習；　2.  以波會友，連結籃球之 ;

3.  關注球場設施，就籃球場的設施改善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

日期： 7/10/2017 - 23/12/2017（六）（公假除外） 費用： 全免

對象： 14 歲或以上對籃球有興趣之青少年 名額 ： 12 位

時間： 晚上 7:00 - 9:30 報名： 2655 7565　何家其先生（何 sir）

kk.ho@yot.org.hk地點： 新墟獅子會籃球場

「自己社區•惜物重造」：回收蘭花盆栽及園藝用品

簡介：

當蘭花開晒花後，如何處理呢？如你想丟棄，不但浪費且製造垃圾，將它帶來， 

讓我們重新栽種，讓蘭花再吐艷，減少堆田區的負擔。

目的： 源頭減廢，推廣環保，愛花惜物，延續植物的生長期。

內容： 回收蘭花、盆栽及各類園藝用品，例如 : 花盆、花泥、團藝工具等等。

日期： 全年進行 對象： 社區人士

時間： 上午 9:30 - 晚上 9:00 費用： 免費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 查詢： 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再安排回收時間

「自己社區•惜物環保」：舊皮具環保回收、大變身

簡介：

你的皮具變舊、破爛，將之丟棄是否覺得可惜，有否想過捐贈或將它大變身， 

延續皮具的價值。

目的： 推廣環保，延續及提升舊物價值，愛物惜物。

內容： 回收舊皮具或有意將舊皮具製造成另類皮革用品，例如：八達通套、散銀包、 

卡片套或鎖匙包。

日期： 全年進行 費用： 面議（重造或訂製皮革用品）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五樓 名額： 6人

對象： 社區人士 查詢： 2655 7568　吳竹平姑娘

備註： 此活動由「手藝達人」組員負責（組員曾在皮革比賽獲得冠軍及季軍）捐贈、有意舊物

重造或訂做皮革成品，歡迎致電與吳姑娘聯絡。

08

09

10

11

社區中心 成人小組及活動
138



家長家長及家庭家庭
活 動活 動

『小島怡情』 南丫島海鮮團
目的： 1. 暢遊南丫島，增廣見聞；

2. 提昇親子間的凝聚力和親密感，加強『親子和諧』的重要概念。

內容： 早上驅車前往港外線碼頭，乘南丫島船往索罟灣，遊覽天后宮、市集購物。

午膳於海鮮酒家，享用海鮮餐宴。下午前往蘆鬚城海灘➠觀景亭➠沿途欣賞美麗景

色及南丫風車發電站➠洪聖爺灣之神風洞➠「香草園」（有機農莊）➠玻璃工作坊➠天

后古廟➠建興亞婆豆腐花➠南島書蟲➠榕樹灣大街自由購物及盡享街頭小吃。

日期： 3/12/2017（星期日） 費用： 成人$ 110；兒童（3 - 12）$ 90；

幼兒（２歲或以下不佔膳食位）$ 20

1. 不適合2歲或以下幼兒參加，因為要步

行1.5小時山路；

2. 費用包括：車費、船費、午膳、抽獎；

3. 家長必須清楚填寫兒童歲數，如有失

實，必須交回成人費用。

時間： 上午8:30 - 下午6:00

集合

時間及

地點：

上午8:30仁愛堂地下廣場集合，

8:45出發（逾時不候）

地點： 南丫島

對象： 父母子女，必須是直系親屬 

（不合資格者，不能隨隊出發）

名額： 78人 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5樓詢問處

查詢： 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nancy.law@yot.org.hk

備註︰ 1. 活動由『離島遊計劃2017-19』贊助船費；

2.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換人，更不作退款。

『仁間有愛』慈善步行家庭日
目的： 1. 為弱勢社群步行籌款，改善生活質素；

2. 提昇親子凝聚力和親密感，共渡一個愉快的週日。

內容： 早上驅車前往屯門文娛廣場起步，沿屯門公園海濱長廊徑、湖山單車公園、

湖山遊樂場步行籌款，沿途欣賞屯門美麗景色。下午前往天水圍綠田園燒烤樂園，

自助任食燒烤、兒童遊戲、繪本時間及兒童抽獎。

日期： 19/11/2017（星期日） 內容

查詢：

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nancy.law@yot.org.hk時間： 上午 8:45 - 下午 5:00

集合

時間及

地點：

上午 8:45 

仁愛堂地下廣場集合

備註︰ 1.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換人，

更不作退款；

2. 參加者會在出發前獲通知領取一

份步行籌款表格 ( 每個家庭最少要

交一份 )，並於活動前將籌得款項

存入銀行，將入數紙連同步行表

格於活動當日一併交予負責職員；

3. 籌款超過 $100 者，可向負責職員

申請取回收據。

地點： 屯門

對象： 父母子女，必須是直系親屬

（不合資格者，不能隨隊出發）

名額： 55 人

費用： 成人 $ 70；兒童 (3 - 12) $ 50；

幼兒 (2 歲或以下不膳食座位者 ) $ 20 

*** 家長必須清楚填寫兒童歲數，

 如有失實，必須交回成人費用。

活動編號：
G19079

活動編號：
G1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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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家庭長洲遊』
目的： 1. 暢遊長洲小島，增廣見聞；

2. 提昇親子間的凝聚力和親密感，加強『親子和諧』的重要概念。

內容： 早上驅車前往港外線碼頭，乘渡輪到長洲，早上走訪小長城，觀賞「十六肖

石頭」，滑浪風帆紀念公園，遊覽天后宮等。自費品嘗街頭小食及午膳。下午由職

員帶領，自費踏單車或乘街島前往張保仔洞探秘。

日期： 30/12/2017（星期六）（學校假期） 報名： 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時間： 上午 8:30 - 下午 6:00 內容

查詢：

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nancy.law@yot.org.hk 

26557568 　吳竹平姑娘
cammy.ng@yot.org.hk

集合時間

及地點：

上午 8:30 仁愛堂地下廣場集合，

8:45 出發（逾時不候）

地點： 長洲（乘上午 10:15 航班渡輪）

對象： 父母子女，必須是直系親屬

（不合資格者，不能隨隊出發）

備註︰ 1. 活動以抽籤形式報名，

詳情請參閱第106頁；

2. 活動由『離島遊計劃

2017-19』贊助船費；

3.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

得換人，更不作退款。

名額： 58 人

費用： 成人$ 60；3 -12歲$ 40；2歲幼兒$ 20

1. 費用只包括：車費、船費、抽獎（不包午膳）；

2. 家長必須清楚填寫兒童歲數，如有失實，必

須交回成人費用。

活動編號：
G19081

普天同慶聖誕家庭大派對
簡介： 聖誕節是一家大小最開心、最快樂的節日，小朋友會收到大大小小的 

聖誕禮物，親子們可參加聖誕家庭派對與子女享用豐富的聖誕大餐，大大 

增進親子間的聯繫感。

目的： 1. 讓家庭共度一個開心愉快的聖誕節；　2.  促進親子間的凝聚力及親密感。

內容： 勁歌熱舞、親子遊戲、兒童舞蹈分組比賽、夫婦社交舞交流、自助晚餐、聖誕禮物

包、幸運抽獎等。

日期： 24/12/2017（星期日，平安夜） 報名： 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時間： 晚上 7:00 - 10:00 內容

查詢：

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nancy.law@yot.org.hk地點： 社區中心5樓501- 503室

對象： 父母子女，必須是直系親屬

（不合資格者，不能出席）

備註︰ 1.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換人，更

不作退款；

2. 鳴謝『孖子家庭』家庭組擔任義工，

預備自助晚餐及活動帶領。
名額： 80名

費用： 成人$ 60；小童（3至12歲） $ 40；

幼兒（2歲或以下免費）

活動編號：
G19082

『升小一選校』家長交流日
目的： 增加家長對選小一學校的資訊，為子女選讀較適合子女的小學。

內容： 1. 小學生家長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及交流選校心得；

2. 分享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小一學校生活。

日期： 8/9/2017（星期五） 報名： 請聯絡羅姑娘

時間： 上午 10:00 - 12:00 查詢： 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nancy.law@yot.org.hk地點： 中心五樓502至503室

對象： 區內家長 備註︰ 特別鳴謝『子女導航』、『同心社』、

『孖子家庭』家長組協助分享。名額： 不限

費用：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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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子遊戲攻略』親子成長小組
目的： 1. 讓家長透過觀察子女在遊戲中的情緒與行為表現，了解子女的特質及需要；

2. 提昇親子的參與度，達致充權的目標；

3. 提昇家長管教子女的能力感及自信心，達致全面社區照顧。

內容： 訓練專注力、情緒管控、手眼協調、思考、表達及社交能力。

F G
日期： 23/9 - 14/10/2017

（逢星期四，共 4 堂）

4/11 - 25/11/2017

（逢星期四，共 4 堂）

時間： 下午 2:30 - 5:00 上午 10:00 - 下午 12:30

(1 小時 15 分兒童遊戲，1 小時 15 分家長討論 )

對象： 5 - 7 歲兒童及家長 3 - 4 歲兒童及家長

名額： 8 對親子 8 對親子

地點： 仁愛堂社區中心 507 - 508 室 查詢： 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名額： 每對親子 $ 220 備註： 1. 家長必須陪同小朋友出席小組；

2. 如小朋友有特別需要，請預早通知負責職員。報名： 仁愛堂社區中心 5 樓詢問處

活動編號：
G19084

活動編號：
G19085

參觀 T•PARK 「源 •區」
目的： 藉參觀活動，提昇親子的環保意識。

內容： 下午乘車前往屯門稔灣，參觀全港首間以焚化污泥發電的污泥處理廠 —

 T• PARK「源 •區」。了解源區內集汚泥處理的先進科技設施、參觀環保教育中

心及有關環保建築物及其休閒設施等。讓親子可以體驗『轉廢為能』的優點，藉以提

昇親子對廢物管理、循環再用和升級再造的知識，還可試用由舊物料轉化為餐廳內

的特色家具等。

日期： 28/12/2017（星期四） 費用： 大小同價：$ 30（3 歲或以上）

（2 歲或以下不能參加）  

家長必須清楚填寫兒童歲數，如有失

實，必須交回成人費用。

時間： 下午 1:30 - 4:15

集合

時間及

地點：

下午 1:30 仁愛堂地下廣場集合，

1:45 出發（逾時不候）。

地點： 屯門稔灣 報名： 社區中心五樓詢問處

對象： 父母子女，必須是直系親屬

（不合資格者，不能隨隊出發）

內容

查詢：

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名額： 45 名 備註︰ 活動一經報名，當日不得換人，更不作退款。

活動編號：
G19083

『資源共享』回收衣服、鞋、手袋、玩具、圖書收集週
目的： 宣揚環保訊息，鼓勵家庭捐出少用的家庭物品，轉贈予有需要的社區人士，藉以

帶出『資源共享、關懷社區』訊息。

內容： 收集衣服、鞋、手袋、玩具、圖書。

回收日期/

時間/

地點：

11 - 16/12/2017（星期一至六）

上午 10:00 - 12:00 及下午 2:00 - 5:00 

 ( 仁愛堂地下大堂 )

對象： 社區人士

查詢： 2655 7547　羅麗儀姑娘

nancy.law@yot.org.hk

備註︰ 1. 特別鳴謝『子女導航』、『同心社』、『孖子家庭』的親子擔任義工服務；

2. 家長可陪同5歲或以上之小朋友報名參加『親子義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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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融城」
活動系列

「融城」街坊　大募集
簡介： 每天在屯門能見到各色各樣的人，你們可能在這裡「工作」，「學習」或「居住」，我們

都不約而同地選擇 “屯門＂為我們生活的重要部份；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地方，可能

是「膚色」、「語言」、「鄉下 / 種族」、「學歷」或「經濟階級」……無論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相信.. . . . .。

• 大家能互相接納及尊重彼此的不同

• 大家能以行動關心愛護有需要的人

• 大家能令其他人同樣生活快樂被受尊重

目的： 集結共同理念的街坊好友, 共同攜手建立互助共融的安樂窩。

內容： 城內活動包羅萬有，總有一項預埋你！  「多元文化」通識系列活動

   「共同新體驗」全城參與系列

   「家家連心」配對行動

對象： 入城資格: 

• 在屯門生活的人（不論國藉，語言，種族，

年齡，膚色.. .）；

• 認同並願意實踐我們相信的服務理念，共建

友情社區；

• 以往曾參與我們最少一次的多元文化系列活

動，或出席「融城」簡介會；

• 低收入及綜援家庭可優先參與。

費用： 全免（益街坊價）

名額： 不限

報名： 往2樓悅讀天地詢問處索取

並填妥「融城」計劃報名表格

查詢： 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Frisbee）

黃綺華姑娘（Eva）

融城街坊「凝」聖誕
HARMONY CITY CHRISTMAS PARTY

目的：
Aim

凝聚「融城」計劃的會員一同慶祝，提供互動平台，讓生活於屯門區內不同族裔的
居民互相認識，促進交流及溝通，樂也融融迎接聖誕節！
To provide interactive platform for Tuen Mun residents of different ethnics so as to 
facilitate mutual understandings and communication.

內容：
Content

1. 集體遊戲
 Collective Games

2. 小組競技遊戲
 Group Competitive Games

3. 聖誕大食會
 Party Food

4. 大抽獎
 Lucky Draw

地點：
Venue

本中心 501 - 503 室

對象：
Target

6 歲或以上兒童及家庭
Aged 6 or above children and family

名額：
Quotas

40 人

費用：
Fee

全免
Free

日期：
Date

23/12/2017
（星期六 Saturday）

報名：
Application

本中心 2 樓詢問處
Apply at 2/F counter ,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時間：
Time

12:00n.n -  5:00pm 查詢：
Enquiry

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Fris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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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城」文化地圖 — 元朗社區探索隊
簡介：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除了華裔人士外，亦吸引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 

的人在這裡落地生根，以香港作為我們的家。平日走在街上，很容易會發
現少數族裔的足跡，但基於彼此的種族、膚色、語言及衣著不同，可能會產生
心理上的隔膜，令人覺得神秘。

文化地圖是集結了社區上有心人的力量，在區裡搜尋及連結不同的「文化點」，繼而設
計成「文化路線」。透過接觸及探訪少數族裔的商店，希望可以加深對其背景及文化的
認識，打破無形的隔膜。參加者將來亦可化身為文化地圖的偵測人員（搜尋文化點）、
工程師（社區關系建立）、設計師（訂定文化路線）等，以擴闊文化地圖的板塊，為共
融社區出分力！

目的： 增加華裔人士對少數族裔生活文化的認識。

內容： 文化點：
1. 清真寺 Mosque — 社區的清真寺有別於座落於市區宏偉的建築，地方面積可能只

有數百尺，以供信徒禱告之用。
2. 肉店 Meat Shop — 伊斯蘭教徒所吃的肉類必須經過祭祀及放血程序，稱之為清

真食物（HALAL），但味道會有不同嗎？
3. 衣服店 Clothes Shop — 南亞裔人士的傳統服飾一般都是長袖，巴基斯坦人的顏

色比較樸素，印度人則比較鮮艷；店內可以看到一套套別具特色的衣服，更有
各式各樣的手飾，愛裝扮的你希望會找到心頭好！

4. 裁縫店 Tailor Shop — 如果在衣服店找不到心頭好，還可以度身訂造呀！你可將
想法告訴裁縫師，以配合個人的喜好特色，製造獨一無二的衣服。

5. 雜貨店 Rashan Shop — 南亞食品最為人熟悉的自然是咖哩和大量新奇的香料，
社區中亦存在不少這些小店舖，親切的老闆可以為大家作推介阿！

6. 小食店 Snack Shop — 走到累了，當然要充饑啦！途中會發現專賣印、巴、尼泊
爾食品的小店，大家可以品嚐到很多地道的南亞風味美食。

7. 真人圖書館 Human Library — 少數族裔大使將會陪同大家，大家可以從中了解更
多他們的生活故事。

日期： 21/10/2017（星期六） 名額： 每團 10 人

時間： 下午 3:00 - 6:00 報名： 本中心 5 樓詢問處

地點： 元朗 （視乎情況：屏山輕鐵站
或元朗西鐵站集合）

查詢： 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Frisbee)

備註︰ 1. 車費及食水自備；
2.  參與人數需有 5 人或以上才會成團；
3.  歡迎學校或團體報名參加 / 自行組織 6 至

10 人包團。

對象： 社區人士

費用： $ 20

活動編號：
G19086

「融城」大步走 — 香港體驗行
BIG STEP! GO! — Exploration of Hong Kong

目的 Aim： 讓新來港的少數族裔人士走訪香港不同的地方，促進他們融入香港的生活。

To facilitate the adaptation abil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new comers through 
visiting different places in Hong Kong.

內容：
Content

尖沙咀、天星小輪、電車「叮叮」、石板街、品嚐中國點心及菜式（清真）。

Tsim Sha Tsui, Boat trip, tram journey, escalator ride, Chinese dim sum and cuisine (Halal).

日期 Date： 10/12/2017（星期日 Sunday） 名額 Quotas： 20

時間 Time： 10:00am - 5:00 pm 費用 Fee： 全免 Free

地點：
Venue

尖沙咀及港島區
Tsim Sha Tsui and Hong Kong Island District

報名：
Application

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Frisbee)

對象：
Target

少數族裔人士
Ethnic Minorities

社區中心 「融城」活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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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城」文化地圖 — 灣仔社區探索隊
簡介： 灣仔區不只是香港的主要商業區，在都市的角落中我們更能找到不同少數

族裔生活足跡及熱點，這次社區探索之旅會帶大家尋訪與他們相關的宗教

地點，並了解他們的生活文化。

目的： 增加華裔人士對少數族裔宗教的認識。

內容： 文化點：

1. 伊斯蘭中心 — 港島區穆斯林主要的宗教活動場所是一座綜合性建築物，除禮拜

殿外，還設有食堂、醫療室、課室、圖書館和研討室等。

2. 錫克教廟 — 錫克教以家庭、信仰及人類服務為信仰中心，錫克教廟可容 200 人食

宿，任何信仰的旅客均可免費用餐和作短暫居留。廟內設有圖書館，辦有一所

幼兒學校為 4 至 6 歲的印度籍兒童提供學前教育。

3. 南亞裔導師 — 由南亞裔導師親身分享他們在港的生活情況及宗教特色。

日期： 18/11/2017（星期六） 費用： $ 20

時間： 下午 2:00 - 6:00 名額： 10 人

集合

地點：

銅鑼灣時代廣場

（銅鑼灣地鐵站 A 出口）

報名： 本中心 5 樓詢問處

查詢： 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Frisbee)

活動

地點：

灣仔區 備註︰ 1. 車費及食水自備；

2.  參與人數需有 5 人或以上才會成團；

3.  歡迎學校或團體報名參加 / 自行組

織 6 至 10 人包團。
對象： 社區人士

活動編號：
G19087

簡易廣東話適應小組
BIG STEP! GO! — Basic Cantonese Adaptation Group

目的 Aim： 讓新來港的少數族裔人士學習簡易的廣東話，促進他們融入香港的生活。
To facilitate the adaptation abil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new comers through 
learning basic Cantonese.

內容：
Content

小組形式進行，以教授日常用語為主。
Group format: Teaching commonly used conversation sentences in daily life

日期 Date： 4/10/2017 - 20/12/2017（逢星期三 Every Wednesday）

時間 Time： 11:00am - 12:00 nn

地點 Venue： 本中心 201 - 202 室

對象：
Target

新來港少數族裔人士
Ethnic Minorities new arrivals

名額 Quotas： 不限

費用 Fee： 全免 Free

報名：
Application

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Frisbee)

備註：
Remarks

若有興趣人士希望成為小組義工，
歡迎與林姑娘聯絡。
For those people who have interest to be 
volunteer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Frisbee.

我哋好 friend 㗎！

社區中心「融城」活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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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城」一家親 —Athena Family
目的：
Aim

提供一個交流溝通的平台以凝聚少數族裔的婦女會員。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so as to gather and 
consolidate their relationship.

內容：
Content

1. 生日派對 Birthday Party
2. 主題性活動 Program by Theme
  （e.g：運動 Exercise、健康 Health、 

 美容 Beauty、廚藝 Cooking）
3. 遊戲及分享 Collective Games & Sharing

地點：
Venue

207 室
Room 207

費用：
Fee

全免
Free

日期：
Date

7/10/2017 - 2/12/2016（共 3 次 Total 3 times）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First Saturday of every month

名額：
Quotas

不限

時間：
Time

11:00am - 2:30 pm 報名：
Application

2655 7520
林藹欣姑娘 
(Frisbee)對象：

Target
18 歲以上南亞裔婦女
Aged 18 or above South Asian ladies

融義煮 ˙Easy Cooking
目的 Aim： 1. 促進少數族裔和華裔人仕互相交流特色住家菜餚。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so as to  
gather and consolidate their relationship.

2. 鼓勵華裔和少數族裔婦女互相交流認識。
 To encourage socialis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Ethnic Minorities.

內容：
Content

香料咖喱雞飯
Chicken curry with Rice.

日期 Date：28/10/2017（星期六 Saturday）

時間 Time：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地點：
Venue

本中心 509-510 室
Room 509-510 in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對象
Target：

14 Years and above
14 歲或以上

費用 Fee： $ 30

名額
Quotas：

10

報名：
Application

本中心 5 樓詢問處
Apply and pay at 5/F counter , 
Yan Oi Tong Community Centre

查詢
Enquiry：

2655 7520　Miss Eva（黃姑娘）
（課堂設有中文講解）

活動編號：
G1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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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社有

情

仁 愛 堂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遊樂場

遊樂場

愛信樓 愛義樓

愛樂樓

愛暉樓

愛明樓 愛曦樓

愛德樓

定德樓

定龍樓

定祥樓 定泰樓

定康樓

愛廉樓

愛勇樓

愛智樓愛禮樓
陳瑞芝中學

譚伯羽中學

伊斯蘭小學

可藝中學
何日東中學

胡少渠中學

社區中心

停車場

停車場

停車場
及市場

停車場
及市場

電話：2450	8822 電郵：rcc@yot.org.hk 網址：http//rcc.yot.org.hk
地址：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1- 407室 傳真：2458	3300

Facebook專頁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Like	us	on	Facebook
歡迎對本中心讚好

一個屬於婦女的時光，在這一個空間，妳就是妳，想分享，想學
習，想開心，想輕鬆，想休閒，想了解身邊的人事物，都歡迎你﹗

婦女
新識

中心開放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上午-9:30-1:00     
下午-1:00-2:00 午膳時間
下午-2:00-5:30     
晚上-6:00-7:00 晚膳時間
晚上-7:00-9:30 – – – – 
	中心開放及接受電話查詢
	中心暫停班組服務及只接受電話查詢

目的： 舊雨新知，齊齊分享人事物，齊齊學習，齊齊關心社會大是大非，建立屬於婦女的開心
時光。

內容： 10月18日 11月15日 12月20日

染手帕* 染布鞋
（參加者請自備白布鞋）* 自制禮物機關卡

日期： 每月第三個星期三 名額： 15位（先到先得）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收費： 全免（*另付材料費）
地點： 綠色生活館 查詢： 2450	8822　梁美芬（社工）
對象： 婦女及親子 備註： 歡迎對手作有興趣人士即場參與。

「*」需另付材料費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151



齊來分享煮食樂趣和綠色、養生飲食訊息，並於服務日實踐所學，與區內長
者及街坊分享美食和健康資訊，共建綠色有情社區。

冬至篇

1.	每堂分享綠色、養生飲食和快樂資訊，建立快樂社區；
2.	每堂學習烹調不同菜餚；
3.	於服務日與區內長者分享所學；
4.	在中心或社區活動中分享。
日期/
時間：

23/10/2017-11/12/2017（逢星期一）	 上午9:30	-下午:12:00【學習日】
18/12/2017（星期一）	 上午9:30	-下午3:00【服務日】
10	-	12月2017年	 （日期及時間待定）【分享日】

地點： 本中心家政室 收費： $140
對象： 願意分享正能量及

服務社區的街坊	
（需面試）

查詢： 2450	8822　吳瑞蘭（高級活動工作員）
備註： 出席率必須達80%以上（包括必須出席

服務日及最少一次於中心活動中分享）。
名額： 12位

內容： 1.	分享區內有用資源；
2.	興趣學習，互相分享；
3.	成為社區探熱針，聯繫區內
其他有需要長者，關愛他人。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55歲以上街坊

和長者（歡迎其
他街坊擔任義工組長）

日期： 04/10	-	27/12/2017（逢星期三） 收費： 全免（部份活動或會另外收費）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查詢： 2450	8822　溫潔雯（社工）

內容： 1.	健康運動、動感熱身操、健體操十二式及	
十巧手。

2.	培養個人自信，提昇說話能力以面對群眾。

地點： 本中心
對象： 18歲或以上的屯門居民
收費： 全免
名額： 15位

日期： 9/10	-	18/12/2017（逢星期一，公眾日期除外） 查詢： 2450	8822　姚家信（活動助理）
時間： 上午	9:30	-	11:30
備註： 1.	課程以推廣正面健康訊息及運動，需邀請參加者面談；

2.	參加者需出席至少80%或以上	(約10堂)，及參加不定時的推廣活動。

「關愛先鋒，樂於助人，發揮潛能，如沐春風」

「運動樂、健體樂，
齊來運動好快樂」

關愛先鋒長者義工服務計劃

屯民運動大使

一班開心老友記每個星期聚會，實踐我們的口號，一同分
享、一同服務，建立開心關愛的社區！快點加入，成為我們
的一份子吧！

透過學習、推廣健體操及保
健操等，向屯門居民推廣正
面健康訊息，並鼓勵大家一
同參與運動，互相分享所學。

廚樂
無窮

仁愛堂 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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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文化

內容： 1.	透過電影為參加者帶來歡樂時光；
2.	看完電影後作分享，增加彼此交流機會；
3.	希望參加者能吸取電影當中的訊息。

地點： 仁愛堂彩虹社區
綜合發展中心

收費： 全免
日期和
時間：

27/10/2017	 下午2:30	-	4:30（逢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24/11/2017	 下午2:30	-	4:30
29/12/2017	 下午2:30	-	4:30

對象： 任何街坊
查詢： 2450	8822

陳曉儀（活動助理）

看電影除了放鬆心情，也可和人創造
話題。很多時看完電影後難以找到知音
分享當中的人和事。現在中心正好有一

個電影平台，既可以欣賞電影又可以暢談分享感受。雖然電影可以自己
觀看，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讓我們一起進入電影世界吧！

社區電影分享會

內容： 以培養組員種植興趣和能力為主，進而協助中心向社區推展綠化環保服務。
日期：6/10/2017	-	29/12/2017（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	-	中午12:00
地點：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1-407室
對象： 關注綠色生活的居民。 收費：全免
名額： 12位 查詢：2450	8822　吳瑞蘭（高級活動工作員）

內容 ：11/10/2017香草之食與用；
8/11/2017	淺談自然農法。

日期 ：每月第二個星期三
時間 ：上午9:30	-	11:30
地點 ：新墟仁愛堂五樓503室
導師 ：姚見華（野人）
對象 ：對種植有興趣之人士
名額 ：30位
收費 ：全免
查詢/
報名

：2450	8822
吳瑞蘭（高級活動工作員）

資助 ：香港中資企業慈善基金。

內容 ：以培養組員種植興趣和能力為主，協
助開展天台種植香草，進而協助中心
向社區推展綠化環保服務。

日期 ：4/10	-	27/12/2017（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9:30	-	11:30
地點 ：新墟仁愛堂五樓503室
對象 ：對香草種植有興趣之人士
名額 ：20人
收費 ：全免
查詢/
報名

：2450	8822
吳瑞蘭（高級活動工作員）

資助 ：香港中資企業慈善基金

生活常綠
先鋒隊

城市農夫的心靈雞湯 綠活城鄉種子隊

種植活動可說是綠化生活的其中
一項選擇，綠化我們的生活空間

與週遭環境，能帶給我們的
不僅是賞心悅目的視覺享
受，還有淨化空氣的效果。

屯門是個城鄉交融的社區，棄置的土地、大廈的
天台、陽台、窗旁、小園圃及花槽，均可成為種
植基地。你在種植時有遇到難題嗎?	來找找「野
人」導師為你一一解答，或交流一下心得。

屯門是個城鄉交融的社區，棄置的土地、大廈的
天台、陽台、窗旁、小園圃及花槽，均可成為種
植基地。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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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館

Facebook專頁
「綠色生活館Greenlivelihoodplace」

六感生活義傳承
繼完成六感生活，參加者提昇對聲、色、香、味、
意、觸的靈敏度，以至發掘事物的能力，亦深化對
綠色環保的概念。他們期望將課堂綠色生活的實踐
分享至社區，達至共享關愛精神。

電話：	2655	7518/2450	8822
地址：	屯門新墟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319室（體育館內）

分享期間︰ 10月	-	12月 費用︰免費
地　　點︰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

心	/	綠色生活館
查詢︰2450	8822	梁美芬（社工）
備註︰詳情請留意中心最新通告

及Facebook宣傳。對　　象︰ 有心關注環保的朋友

香草是我們生活中的妙品，亦是製作個
人護理的好幫手，這一季我們與創建綠活

城鄉合作以香草製作我們愛自己、愛家人及愛
惜水源的個人護理品。

我們希望更多朋友能參加綠色生活的行列，在
仁愛堂3樓的綠色生活館，每月一次分享，大家

不需特別報名，只要準時來到生活館就可以了~~

抱抱
綠色 @綠活城鄉

<<香草面霜>>
防敏保濕，為面霜加分

<<純露與花水>> 
最天然的香草精華、

升級的手藝

<<香草舒緩膏>>
讓香草在乾燥的天氣

保護我們
內容： 認識香草用於個人護理的

方法，製作保濕的香草面霜
製作在家也可以自己製造的

天然保濕水
浸泡香草油、製作止癢、

滋潤的舒緩膏
日期： 19/10/2017（星期四） 9/11/2017（星期四） 14/12/2017（星期四）
時間： 下午2:30	-	4:30 下午2:30	-	4:30 下午2:30	-	4:30
對象： 有心關注天然及環保的朋友 查詢：2450	8822　溫潔雯（社工）

每節12位 報名：必需親臨本中心
收費： 每節$	20 資助：香港中資企業慈善基金

10月26日（四）
酵素與小梳打

11月23日（四）
自製護唇膏

12月13日（三）
聖誕香草包

時間： 下午2:30	-	4:00 下午3:00	-	4:30 下午2:30	-	4:30
名額： 15人 15人 15人
對象： 想體驗綠色生活的朋友 查詢：2450	8822　溫潔雯（社工）
地點： 仁愛堂3樓綠色生活館 報名：無需報名，準時到活動場地，額滿

即止。收費： 全免（只收取材料費）

抱抱綠色 @生活館

仁愛堂 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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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啟民徑
18號

屯門西鐵站

青山公路

屯門公路

鄉事會
路

仁愛廣場

公眾停車場

新墟
街市

仁愛堂社區及青少年服務部 中心開放時間
服務單位 /項目 位置 開放時間

5 樓詢問處 5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 至晚上 9:00
星期六 上午 9:30 至傍晚 6:30
星期日
及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社區中心及	
延續發展中心

5樓及
6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 至晚上 9:30
星期六 上午 9:30 至傍晚 6:30
星期日 上午 9:00 至下午 3:00
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悅讀天地、	
自修室及	

電腦網上資源閣
2樓

星期一 下午 1:30 －晚上 9:00
星期二至五 上午 9:30 至晚上 9:00
星期六 上午 9:30 至傍晚 6:30
星期日 上午 9:30 至下午 1:00
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賽馬會培訓中心 5樓
516 室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 至晚上 9:30
星期六 上午 9:00 至傍晚 6:00
星期日及及	
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服務類別 名稱 地址 電話

醫療服務

仁愛堂蕭梁詠筠綜合醫療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金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偉事高牙科診所 屯門啟民徑 2440	6624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 元朗壽富街 2443	2319
仁愛堂美樂牙科中心 屯門湖翠路 2618	2689
仁愛堂馬鞍山牙科中心 馬鞍山迎濤灣 3565	6620
仁愛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屯門） 屯門仁愛分科診所5樓 2430	1309
仁愛堂香港中文大學教研中心（東涌） 東涌富東街 3188	5383
仁愛堂陳慧玲綜合醫療中心 葵芳葵義路 3690	8198
仁愛堂大埔綜合醫療中心 大埔靖遠街 2638	7393
仁愛堂謝吳翠霞綜合醫療中心 大埔廣福道 2652	0071
仁愛堂劉顧家瑾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第一至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張心瑜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任德章第一及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卓善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吳應寰紀念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歐浩祺紀念綜合醫療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一至第四綜合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一至第五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曹貴子流動中醫醫療車 屯門啟民徑 2655	7757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觀塘順天邨 2323	4448

康體服務

仁愛堂鄭耀源紀念健體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828
仁愛堂陳文達室內游泳池 屯門啟民徑 2655	7888
仁愛堂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 屯門啟民徑 2655	7888
仁愛堂蔡黃玲玲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 2655	7888
仁愛堂連卓峰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 2655	7888
仁愛堂珍妮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 2655	7888

仁愛堂屬下單位

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社區及青少年服務部中心開放時間 \ 屬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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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別 名稱 地址 電話

教育服務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屯門旺賢街 2466	6802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屯門山景邨 2466	5270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屯門安定邨 2451	0372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將軍澳唐俊街 2457	1302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屯門友愛邨 2458	5033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屯門湖景邨 2465	8112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荃灣大窩口邨 2408	3000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將軍澳彩明苑 2706	0827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深水埗荔枝角海麗邨 3514	6333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啟民徑 2655	7771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兆康苑 2465	5719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天水圍天耀邨 2448	2316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大埔運頭塘邨 2638	3082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尖沙咀漾日居 2199	7343
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資優發展中心 紅磡香港理工大學 3400	8381

扶幼服務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屯門澤豐花園商場 2466	0312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服務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屯門澤豐花園商場 2466	0323

社
會
服
務

長者中心服務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688
仁愛堂嚴梅會雅護腦天地 屯門啟民徑 2655	7660
仁愛堂長者支援服務隊 屯門啟民徑 2655	7633
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 元朗朗屏邨 2473	5113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運頭塘邨 2658	6313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屯門三聖邨 2452	2790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沙田穗禾苑 2681	2234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第二長者活動中心 沙田火炭駿景園 2634	6670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 2882	9936

長期護理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 元朗朗屏邨 2479	3360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 2944	7206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A隊） 屯門良景邨 2461	0388
仁愛堂田家炳屯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B和C隊） 屯門湖翠路 2457	8234
仁愛堂彭鴻樟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D隊） 天水圍天耀邨 2443	1333
仁愛堂田家炳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E隊） 元朗怡豐花園 2475	5293
仁愛堂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單位 元朗怡豐花園 2476	5590
仁愛堂家居樂 元朗水邊圍邨 2479	2299

弱勢社群服務

仁愛堂蕭鄭淑貞「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 2479	3123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黃大仙鳳德邨社區中心 2320	4007
𣿬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黃大仙睦鄰街 2326	3339
仁愛堂屯門「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 2455	7743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元朗水邊圍邨 2475	9001

社區服務

仁愛堂社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599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屯門友愛邨 2450	8822
仁愛堂田家炳悅讀天地 屯門啟民徑 2655	7520
仁愛堂丘忠航自修室 屯門啟民徑 2655	7520
綠色生活館 屯門啟民徑 2655	7518
仁愛堂屯新青鄉郊社區服務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 2466	0695

青少年服務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大埔運頭塘邨 2654	6188

社區持續教育服務
仁愛堂鄧楊詠曼長者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666
仁愛堂鄧楊詠曼社區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669
仁愛堂延續發展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599

培訓及就業服務

仁愛堂賽馬會培訓中心 屯門啟民徑 2655	7575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澤豐） 屯門澤豐花園 3104	0820
仁愛堂順天培訓中心 觀塘順天邨 3462	2300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九龍東） 觀塘成業街 2110	8171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九龍西） 九龍深水埗 2155	2885

社會企業

綠家居 屯門建發街 3541	9966
「水雲澗」足健坊 屯門置樂花園 3617	9115
「水雲澗」足健坊分店 屯門啟民徑 3617	9115
長者健康生活站（大埔站）	 大埔運頭塘邨 2653	5929
長者健康生活站（屯門站）	 屯門啟民徑 2655	7690



1. 購買者必須自攜盛載器皿（如膠袋及膠樽）　2. 貨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青年夢工場設計圖片）

青年夢
工場

最新消
息青年夢

工場

最新消
息

創新並不只是為解決問題，創新能夠創造更多的可能。
　希望夢工場能讓有夢想的人相遇上，讓夢想不只空想，而能成真。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青年夢工場正在屯門社區舉行一系列活動以推廣社

會創新，並已於6月4日舉行首

個 大 型 活 動「 社 會

創新體驗日」，透過

講座、分享會及社區

導賞，讓年青人親身

體驗社會創新與社區

生活的連結。

位於屯門財井街政府服務大樓四樓的新中心，預計於

九月期間完成裝修，並嘗試投入服務，成為屯門區青

年的共用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讓對社區有

熱誠且志同道合的青少年及社區人士，能在此地方互

相交流及合作，共同營造青年創新的文化及空間，將

改變帶進社區。現暫定開放時間如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0:00 - 14:00 ✓ ✓

14:00 - 18:00 ✓ ✓ ✓ ✓ ✓ ✓

18:00 - 22:00 ✓ ✓ ✓ ✓ ✓

合辦：

聯絡我們：	電話：2655	7520
	 電郵：spstm@yot.org.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YOT.YouthSpace




